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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们在朝阳堂和国字型大楼课室进行考试。

2019 年
初一新生入学试
我校迎来 1152 名小六生应考
周艺敏（高一理孝）报道
我校于2018年9月30日（星期日）上午8时半至下午

们观摩、试玩。另外，远距天文观测小组在远距天文观

1时，举办初一新生入学考试，共吸引了1152名小六生报

测中心展示历年拍摄的作品，如星团、行星等等，同时

考。当天，朝阳堂与国字型大楼13间教室均成为考场。

开放问答环节。英语流畅的学生也在英语教学中心为家

我校学长团与童军团带领小六生进入所属考场，并在考

长简单介绍课程结构和英语学习活动。此时，宿舍自治

试过程中协助老师。考试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为华

会执委、学长、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数学学会、电脑

文、国文和科学，下半场为英文及数学，中场休息45分

学会、机器人学会、远距观测组和部分高三级同学尽责

钟。同一时间，家长们受邀出席上午9时至10时半的学校

地在各个特定地区进行讲解，让家长们对兴华中学有更全

简介以及亲师交流会。

面的了解。

上午11时半至下午2时，家长们到我校各处参观。

此外，我校辅导处也在餐厅前设立亲子交流书展，

当日开放参观的校区为：英语教学中心、校史馆、图书

主要展示及贩卖亲子沟通、品格教养、管理生活等适合

馆、学生宿舍、资讯科技中心、远距天文观测中心、科

亲子一起阅读的书籍，包括：《孩子叛逆怎么教》、《

技 大 楼 实 验 室 （ 包 括 生 物 、 综 合 、 物 理 以 及 数 学实验

世界与我有什么关系》、《亲子沟通零距离》、《寻找

室）、点子凝聚区、探究成果发表厅、机器人技术研究

人生坐标》、《不打不骂怎么教系列》、《成瘾者》等

室、培育区以及室内体育中心。在参观时段，学生们热

等。书展获得家长们热烈反响，孩子们也积极购买喜欢

心为家长讲解及介绍我校设备。在科技大楼的探究成果

的书籍。于下午2时，校园参观环节圆满结束。

发表厅，机器人学会展示自制的机器人，供学生与家长
141,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41200 KLANG, SELANGOR D.E. MALAYSIA.

Website: http://www.hinhua.edu.my E-mail: hinhua@hinhua.edu.my

2

HIN HUA MONTHLY

2018年 9月号

■ 头条

目
录

■ 学会活动

2019 年初一新生入学试
01 ●
03 ●
05 ●

CONTENTS

07 ●

40 ●
41

我校迎来 1152 名小六生应考
采访家长、小六生
学校简介及亲师交流会
影集

42 ●
44 ●

■ 动态
08
00

●

●

14 ●

■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晚会
初一级汉字硬笔书法比赛

45 ●

16 ●

22 ●

■

初一级联论坛：礼仪种子始萌芽，
恭敬花朵终绽放
黄久芳老师 : 如何转化压力与焦
虑为动力，创造新的契机？

Lesson Study - “When we
collaborate, we improve”

闪耀星光
2018 The Belt and Road, our future
global youth summit
28 ● Student Research Showcase 2018
th
31 ● 6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Inter-Schools English Forum 2018
●
34 第四届全国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
38 ● 5 项全国美术比赛 我校唱丰收
25 ●

兴华月报 2018年 9月号
出版：兴华中学
顾问：苏进存校长、谢锡福副校长、
莫壮燕副校长、许梅韵副校长
文字编辑：林卿卿师、谢祉毅师、
陈胜耀师、陈妙智师

48 ●
49 ●
50 ●
51 ●
52

数学科教研组校本培训—
应用探究与合作学习模式于课堂
教学工作坊

有朋自远方来 !

■ 升学资讯
46 ●

教研

男女游泳学会交流营
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与出版组—
参访世纪大学大众传播科系
第四届“相出兴声”相声比赛
拥抱差异：《单眼皮》（SEPET）
电影导读会

■ 交流

■ 言论
12 ●

●

●

清华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你有约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 人才辈出
英国、加拿大及澳洲升学教育展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Who Killed The Justin Baa-Baa?

■ 书籍与文艺
53 ●

11 月主题书展— 地球之外

■ 行政历
55 ●

2018 年 11 月月历表

56 ●

救人英雄，好血有你

■ 预告

HIN HUA MONTHLY
排版：蔡美玲、陈胜耀师、叶婷婷
摄影：刘美娥师、蔡美玲、摄影学会
报道：大众传播出版组学会
承印：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45169-K)

2018年 9月号

3

HIN HUA MONTHLY

2019 年初一新生入学试

采访家长、小六生
见证外甥从兴华迈向成功

兴华中学口碑佳

吕慧玲（家长）

谢淑华（家长）

我本身是吉隆坡中华独中的

选择兴华主要是因为孩子自

校友，特别选择兴华中学是因为

愿报考，而且我对兴华有信心，

外甥在兴华学有所成，目前是清

是间口碑很好的中学，设备也很

华大学实习医生。此外，兴华也

齐全。我认为兴华中学的图书馆

是一所口碑与设备都很不错的学

很宽阔，主题书展是个很不错的

校，无论是设备还是科技都跟得

点子，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许多

上时代的脚步，硬体设施也十分

不同种类的书籍。学校宿舍也非

完善。在课程上，我喜欢“生活

常不错，但是近年来发展很快，

互助小组“制度，因为我的孩子比较内向，我希望藉着

校园有些拥挤。入学试固然难，但我希望给孩子一个机

这个制度帮助孩子多与同学沟通，同时变得好学。最喜

会尝试。

欢的校舍是科技大楼，因为孩子对于机器人与天文较有
浓郁兴趣。希望孩子在兴华能有发展的空间。对兴华是
有信心的，未来也绝对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百人推荐的中学
Karry Goh（家长）

希望孩子在兴华快乐学习
刘楸雪（家长）

我本身不能说很流利的华
文，但是身边的朋友们都介绍这
所学校，我就让孩子报考了。对

参观校园时，我看见了兴

兴华中学一开始很陌生，进入校

华的设备完善，另外，还得知学

园后发现设备高科技，建筑设计

校有许多丰富孩子生活的校园活

得也很好。对于学校希望学生“

动，学生放学后仍然愿意逗留在

主动多过被动”的办学理念，我认为需要家长与学校配

学校，这让我觉得学费价位很合

合才能彻底实践。我觉得兴华中学的环境不会很窄，也

理。由于小时家境问题，无法念

十分干净，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对兴华中学是非常有

独中，现在对兴华中学甚是向

信心的，但是我担心即将入住宿舍的孩子会有适应上的

往，希望孩子在这里能快乐学

问题。对于学校实施的零垃圾计划，我只是顾虑杯子的

习。兴华的校舍出乎我的意料，特别是远距天文观测中

卫生问题，如果杯口干净我自然是会鼓励孩子避免使用吸管。

心确实让我叹为观止。已故的杨忠礼董事长真的很用心
在办校。可贵的是，兴华中学在随着科技进步之余，也
十分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承。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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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初一新生入学试

采访家长、小六生
二十年后仍然选择兴华

准备十足，轻松应考

蔡继文（校友，家长）

林彤恩（巴生兴华小学）

兴华中学的校风与纪律良

报考兴华的理由很简单，

好，这点让我很放心。比起二十

希望可以直升兴华中学。报考之

年前，独中毕业的学生升学途径

前，兴华中学就曾经在兴华小学

更加宽广，不仅可以到中国、台

举办讲座，学校的设备与校舍让

湾、香港等华人地区，还可到欧

我心生向往。我有为考试做准

洲、美国、澳洲等国家升学。校

备，所以可以轻松应付。进入兴

园的设备都很先进且现代化，让

华后发现比想象中还要好，设备

我耳目一新。办学理念方面，我

也十分完善。

喜欢小组讨论，因为提供孩子们以讨论方式解决问题的
机会。

期待未来的中学生活

蔡 昇宏 （ 沙 登 新 村 国 民 型 华
文小学第二校）
报考入学试是因为妈妈推
荐，考试科目中科学比较难，其
他的我都能应付，所以有信心可
以考入兴华中学。一踏进兴华，
我第一个印象是和小学真的好不
一样，校园也十分干净，尤其是
天文馆让我兴奋不已。我很期待
未来在兴华中学的生活，也希望可以顺利加入机器人学会。

宏伟的学府
陈垲錀（班达马兰A校）
我有信心顺利进入兴华中学
就读。我喜欢图书馆和英文教学
中心，因为有很多书可以借阅，
我非常喜欢阅读。我认为兴华中
学推行的零垃圾计划很棒，若有
幸进入兴华后也会积极实践。我
希望加入二十四节令鼓队或醒狮
团，因为我本身有学习打鼓，这
两个学会都是我的兴趣。

2018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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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及亲师交流会

◆ 我校各处室主任与家长进行交流，左一起为陈国华主任、李辉祥主任、苏爱云主任、莫壮燕副校长、许梅韵副校长、
苏进存校长、谢锡福副校长、李荣兴主任、黄志光主任、及谢广婷老师。

谢祉毅老师 报道
9月30日（星期日）乃我校的新生入学考试。当天早

校除了学习新知外，也能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为了让

晨9时正，我校行政单位代表，在科技大楼陈开蓉大讲堂

学生更能够与大学接轨，我校也为高中生开放了选修课

为家长们举办了兴华中学简介与亲师交流会。首先，大

程，如电脑程式语言、经济学、人文电影赏析、水墨画

会播放“兴华中学简介”短片，借此让家长了解我校的

等。通过这些课程，学生可以发掘自己的潜能，并在过

办校方针与理念。接着由苏进存校长主持交流会。

程中寻找自己的兴趣志向，进而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

课程结构的编排
此次交流会，家长关心的问题主要分成三大主题，
分别为我校课程结构的编排、班级经营与管理及课外学
习与活动的安排。首先，针对学校课程是否以双轨制度
进行的问题，我校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回应，我校
以统考课程为主要课程结构，唯在高一时会进行SPM文凭
讲解说明会，让学生知道SPM文凭对未来升学就职的影
响，并交由学生与家长自行决定是否报考。对于报考SPM
的学生，校方将会在高一高二级安排每周六SPM备考补习班。

总括而言，学生在兴华中学6年的成长，必须超越课本知
识、超越考试，达到“德、智、体、群、美、劳”六育
的学习。
此外，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也针对我
校英文课程内容编排进行简述。我校于2015年起获得了
剑桥英文学校认证（Cambridge English School）。学
校的英文课程主要以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

）相对应的教材进行编排与设计。CEFR主要分

成A1、A2、B1、B2、C1、C2六个等级。入学兴华的学生

由于近年来国家教育大蓝图调整，国中课程走向校

应至少具备A1等级的能力。在国家教育大蓝图中，SPM毕

本评估，PT3有别于以往的PMR文凭考试。PT3被定位为初

业生须具备B1，而我校对毕业生期许的表现为具备C1的

中课程总结性评量，因此我校在初中阶段依然以初中统

层次。每一个学生离开兴华都要具备EAP（English

考为主要考试，并没有将PT3纳入评量内。

Academic

独中课程架构，以统考课程作为主要学习内容。我

for

Purpose）的能力，即以英文进行研究写作的

能力，从作升读大学的准备。

校以维护母语教育为己任，不仅强调以母语作为教学媒

为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我校英文课程以小班制

介语，中华艺术与文化的传承与学习也是我校的重点教

进行教学，每班仅有35位学生，并按学生的能力进行分

育。因此将中华艺术与文化纳入各级课程中，如初一学

班。小班制的实行，可以让学生在课程中有更多的沟通

习书法、初二学习中华武术。

和互动的空间，进而提升英文水平能力。课程教学少不

再者，我校也强调生活技能教育。通过课程制定，
如钉制木凳子、学习种植、缝纫、烹饪等，让学生在学

了硬体设备的支援。我校英文中心拥有3间多媒体电脑课
室，并配有40架笔记型电脑，以支援老师与学生的教与学。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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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教学方面，我校强调学生的英文应用能力，

李荣兴主任也劝勉在场的家长让中学阶段的孩子学

work）。书写或设计一份

习自主学习，放手让孩子独立处理简单的事情，如办理

专题报告，需要应用听、说、读、写所有的英文能力。

请假、清洗校鞋、清洗衣服等。李主任认为，这些学习

通过专题报告训练学生的会话与演说能力，让学生进行

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倘若这种最基础的能力

协作式分组活动，完成指定的任务，加强英文沟通的能

培养都没有，孩子在将来就落后于人。因此，我校强调

力。除了大量的英语会话活动外，学生也做大量的听力

学生在校所学到的必须是一种“带得走的能力”，将生

学习，以应付日常生活里需要运用的对话，对往后工作

活中所学到的能力带走，将来可在社会上立足。

因此注重专题课业（Project

和生活上起着很大的帮助。

除了学术能力的培养，非学术能力的培养也是我校

最后，在学术成绩表现方面，我校学生在SPM英文

的重要办学理念。课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副校长认为，

考试连续6年达100%的及格率，并且有高达45%的学生获

学生心理问题也可以通过兴趣志向获得改善。课外活动

得A等的优秀成绩。最近几年的高中统考英文及格率接近

的走向是以激发潜能、发展兴趣为宗旨。我校办学方针

100%，约27%学生考获A等成绩。此外，报考IELTS的学生

一直避免让学生走向考试导向或智力导向。一个成绩出

有高达93%的考生获得6.0以上的等级，在去年甚至拥有9

众的学生仅靠智力因素未必有获得均衡的发展。因此，

位学生获得了8.0的佳绩。

课外活动处也积极参与在班级管理与经营当中，以确保

班级经营与管理
孩子在校的学习能力与问题长期以来都是父母的焦

学生除了智力学习外，在非智力学习方面也可以同步提升。

课外学习与活动的安排

虑。有家长针对此课题提问，希望了解校方如何有效帮

家长们也针对课外学习与活动的课题进行提问。有

助学习能力或心理素质较弱的学生。训导处主任李荣兴

家长提问到：“兴华中学是否有积极参与大型的国际赛

老师针对此课题表示，中学与小学教育有很大的区别，

事还是专注于独中所举办的赛事而已？”苏校长回应时

自我能力的建构和培养是中学教育的重要元素，其中有

表示，近年来我校的办学方向已朝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的

一部分可以经班级管理和经营建构起来。我校在班级管

发展。每一年都有学生参与国际化项目的竞赛与交流，

理与经营中强调生活互助小组的建构。近年来，我校老

而学生在这些赛事中都有亮眼的表现。黄树群老师也补

师开展许多协同教学的研究和实践，在班上让同学通过

充他所带领的机器人学会在过去不管是科技研究还是机

小组的方式进行合作交流，表达各自的看法和观点，进

器竞赛都有得奖。此外，我校长期都有参与国际性的科

而整理出一个结论。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在协同学习的

学发明赛事与交流会，当中包括今年3月有其中一支队伍

小组里将会得到支援。

获选代表我国去泰国参加了发明展。

不仅如此，我校也强调培养学生建构自觉、自学、

苏校长强调，兴华中学长期的办学理念是让学生在

自律的能力。我校也积极推动PDCA的管理，成功人士的

6年的中学生涯中建构起应有的核心素养，如学生的生

七大习惯管理等的自律概念，通过班会活动或辅导活动

活与学习的能力、组织人际关系的能力、科学科技能力

介绍给学生。因此，不管学习能力如何，只要能够在生

等。此外，学生的跨文化、跨语文的能力也是校方所看

活中展现自觉、自律、自学的精神，一定能够跟上甚至

重的。而人文素养、品格素养、创新素养自然也会环扣

超越整体的学习步伐。

到学习课程中，务求塑造出一个全人教育。

2018年 9月号

HIN HUA MONTHLY

2019 年初一新生入学试

7

影集

◆ 非华裔生报考兴华。
◆ 辅导处策划的小书摊，售卖一些青少年成长和亲子教
育相关的书籍，供家长们选购。

◆ 家长们前往校史馆参观，了解我校的点点滴滴。
◆ 童军团协助巡视考场。

◆ （左图）机器
人技术研究室
设有体验操作
机器人的活动
供参观者参与。

◆ 学长团协助家长与考生查询考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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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晚会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 苏轼《中秋月》

林意晴（高一理孝）报道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悄然而至，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
传统节日之一，中秋节总是与团圆画上等号。这个节日
承载着许多游子沉甸甸的思念，人月两团圆，是多少人
的期待。为了欢庆中秋佳节，我校校友会于9月22日（星
期六）举办中秋晚会，与此同时，晚会亦得到丹斯里杨
忠礼潘斯里拿丁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慈善基金
赞助一万元，让兴华人得以返校，与昔日同学和师长共
聚，重拾青春回忆。

◆ 贴心准备的自助餐餐点，让人大块朵颐。

在筹委团同心协力布置之下，兴华园各处挂上了粉
色的灯笼，浓郁的佳节氛围萦绕在校园的各个角落。6
时半，来宾们鱼贯入场，开始享用由校友会贴心准备的
自助餐点。负责节目表演的学生们聚集在小食堂共享佳
肴，仁爱广场也布置了桌椅供嘉宾们用餐。欢笑声此起
彼伏，场面好不热闹。
天 色 渐 晚 ， 灯笼 被 逐 个 点 亮 ， 柔 和 的 光 芒 温暖了
整片兴花园。仪式在司仪的主持下正式揭开序幕，首先
由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致欢迎词。他说道：“校友

◆ 在仁爱广场也布置了桌椅供嘉宾们用餐。

◆ 简单不失隆重的点灯仪式。左一起为校友会黄绥兼理事、林奉隆理事、吴文安理事、苏新龙副主席、颜建义董事、
尤瑞泉董事、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筹委会会主席颜志聪理事、卢金峰署理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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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苏进存校长、小学家协主席程普强、朱运铁董事、
苏顺昌董事及叶进来董事。

2018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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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自治会带领高一学生合唱《城里的月光》一曲，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参与者。
会本着一股精神，制造更多平台和机会让校友重
返校园，与师长们一起来欢庆佳节。往后的日子
里，校友会将延续这股精神，为母校、为三机构
制造更多的平台，让更多的老师和校友们，尤其
是退休的教师，重返校园。”最后，余安副董事
长也感谢校友会理事的用心，让大家能够享受到
浓郁的节日氛围。
接着，中秋晚会筹委会主席颜志聪先生致词
时表示：“这个校园承载着许多人的回忆，这里
◆ 猜灯谜活动，让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教室、每一簇草地，都有
兴华人无法割舍的青春回忆。举办中秋晚会，为
的就是让所有兴华人有机会在这月圆人团圆的日
子，回到母校的怀抱，和旧同学一起赏明月、品
佳肴、回忆当年同窗的青春少年时。更难能可贵
的是，很多老朋友今天都携家带眷地在兴华校园
与家人欢聚一堂，共度这个幸福团圆的夜晚。兴
华情，就是如此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致词结束后，司仪邀请嘉宾们来到舞台中
央，进行点灯仪式。在那之后，便进入了万众期
待的节目表演环节。高一级同学为来宾们献唱一
首十分应景的《城里的月光》。接着是由两位高

◆ 大小朋友都开心参与现场黏土制作手工月饼。

一级男同学演唱《父亲》。作为中华艺术代表之
一的华乐团，为中秋晚会特别准备了四首曲目，
分别是《月亮圆》、《月亮代表我的心》、《万
水千山总是情》和《但愿人长久》。乐声时而悠
扬时而澎湃，将现场的气氛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除此之外，还有二十四节令鼓表演和舞龙表演，
现场的观众看得忍不住放下手中的餐点，视线牢
牢锁在台上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最后是扯铃社带
来压轴表演，他们巧妙地将现代的元素与中华文
化特色融合在一起，并展现高难技艺，令人惊叹！
与此同时，高一级的同学聚集在篮球场进行

◆ 中华武术团的舞龙表演活灵活现。

团康活动。在这难得的节日里，在场上百位高一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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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 环保灯笼制作比赛得奖名单 ~

生共聚一堂，不分你我，玩得不亦乐乎。校
园的其他角落，也设置了不少活动让来宾们体
验，如天文学会设置了观星台。除此之外，现
场也有黏土制作手工月饼、猜灯谜等活动。
晚上9时半，随着夜色的加深，活动也逐
渐迈入尾声。司仪颁发了环保灯笼制作比赛的
奖项给得奖的同学，他们精致创意的作品都展
示在小食堂边的走廊。
最后，在司仪及筹委会的带领下，来宾们
手提灯笼“走街”。实际上，就是大家环绕着
校园外围绕一圈，让那些多年不曾返回校园的
校友们，得以从那些陌生又熟悉的角落重拾自
己青春的回忆。约莫10时，仪式正式结束，来

场面更为热闹

宾们陆续离场，本年度的中秋晚会终于告一段

林爱心老师（校友会理事）

落。活动虽然结束了，但兴华人之间的情谊还
在延续，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来年，我们
再会！

在筹办中秋晚会的过程中，
我负责邀请退休老师。晚会当
天，我则负责泡茶。主要想通过

陈祉蓉（高一文商智）采访

涌起回忆在心头
郑建铭（校友）
我是通过校友会得知这次的
中秋晚会，想让孩子体验一下中
秋晚会就回来参加了。看着高一
学生的表演，顿时觉得自己已经

品茶和吃月饼让退休老师及校友
们团聚在一起聊聊天，叙叙旧。
有点小遗憾是，当天泡茶的地方
在大食堂加上没有特地报告，较少人潮。希望明年可以
稍作改进。筹办中秋晚会的过程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
比如处理参加晚会人数，当初害怕人数不足，所以通过
高一自治会发动高一生来参加。但很高兴有大约300名的
高一生参与。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节目是高一自治会带领
高一学生合唱“城里的月光”和双人演唱“父亲”。

老了，好怀念已逝去的青春啊！

今年的晚会有了高一生参与更为热闹，希望以后校

参与晚会的时候，还遇到了和自

友会可以和高一级一起举办，借此让我校学生可以更了

己一样携带家眷的老朋友，这份心情真的难以形容。

解校友会这个组织。

◆ 大家手提灯笼开心“走街”。

◆ 印裔老师携带家人一起参与中秋活动。

2018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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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硬笔书法比赛

黄歆童（初一智）、颜钰敏（初一勇）报道

初一级汉字硬笔书法比赛得奖名单如下：

为了提倡汉字硬笔书法、提升学生对汉字欣赏的
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硬笔字书写的美感与质感，我校华
文科教研组于8月10日（星期五），举办了2018年度初
一级硬笔字比赛，并于2时半在初一各班教室进行。
比赛开始之前，下午班导师到影印室领取比赛书
写字帖及稿纸，并进班派发。硬笔字内容为苏轼的《水
调歌头》为求作品清晰，同学们必须以黑色或蓝色硬笔
（原子笔、钢笔或铅笔）书写。比赛进行中，只见同学
们全神贯注，以最好的状态，聚精会神地完成自己的作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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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级联论坛

礼仪种子始萌芽，恭敬花朵终绽放
谢斯芳、黄钰雯、谢馨莹（初一礼）报道
全体初一班导师与同学于9月4日（星期二）齐聚

词时说道，同学们未来的路

陈开蓉大讲堂，聆听由初一级联学生自治会所筹划的论

要走得踏实，须以“礼”作

坛，主题是“日常生活的礼仪”。

为起步。李老师亦指出，孔子

文洢涵（初一礼）和潘伟健（初一智）作为主持人
率领各班代表宣读四大课题后，训导主任李荣兴老师致

以“六艺”育人，其中“礼”
排第一。他希望同学们把握
发言机会，达成共识，将礼
仪贯彻在生活中。

李荣兴主任：“同学们

在各班代表发言前，

未来的路要走得踏实，

以赖全合书法家和三位同学

须以“礼”作为起步。

的书法作品、初一和及初

孔子以“六艺”育人，

一平所拍摄的短片“同侪礼

其中“礼”排第一。希

仪”与“办公室礼仪”，作

望同学们把握发言机

为开场。

会，达成共识，将礼仪
贯彻在生活中。”

◆ 赖全合书法家书法作品。

首先，由初一忠王思琦论述“同侪礼仪”。她引用
诗人高尔基所说的一段话：“智慧，是珠宝。如果用谦
虚谨慎镶边，就会愈加绚烂夺目。”说明同侪之间应谦
恭和睦。王同学也指出，同侪之间应彼此尊重，男女同
学应保持一定的礼仪界限，举止不宜过于亲密。
初一信洪春燕同学论述“行进礼仪”。她简要说明
学校规定同学们在转换课室或列队去礼堂和讲堂时，应

◆ 李荣兴主任

遵守“快、静、齐”三大原则。

2018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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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各班代表发言同学与班导师合影。
初一义许静同学论述“办公室礼仪”。许同学列举

的错误行为告诉训导老师。”初一信李嘉萱问：“上下

了几项有关学生进入办公室的礼仪，如：确保自己的衣

楼梯时，同学都没有靠左走，怎么办？”初一信张晶莹回

着整齐、见到老师时要行礼等。她提醒同学们应为自己

答：“这种情形是难免的。由你开始靠左走，我相信只

树立一个良好形象，让礼仪之花在办公室以及整个校园

要你这么做，同学们看到了也会这么做。”

盛开。

问答环节结束后，黄世基老师概述了四位代表所论

初 一 廉 洪 慧 庭同 学 论 述 《 集 会 礼 仪 》 ： 一 、提早

述的内容之外，也为其补充。最后，两位主持人吁请同

进入会场；二、奏国歌时要立正，神态庄严；三、站立

学们化理论为实际行动。论坛的结束，正是大家落实礼

时，双手自然下垂；四、在讲座会时，坐姿端正，保持

仪的开始。诚如训导主任李老师说“级联论坛旨在让每

场地卫生。因此，不论听报告、看演出或看比赛，大家

个同学成为学习的主人”。

都要全神贯注，并以鼓掌表示欢迎、感谢和赞赏。
问 答 环 节 中 ，初 一 勇 蔡 佩 颖 问 ： “ 若 我 要 找的老
师 不 在 座 位 ， 是 否 应 在 老 师 的 座 位 附 近 徘 徊 ？ ” 初一
礼 谢 馨 莹 回 答 ： “ 不 应 该 ， 因 为 这 样 会 影 响 到 其 他老

自古成功在尝试
陈彦祎（初一廉）

师 办 公 。 我 们 可 以 等 到 下 一 个 休 息 节 或 放 学 才 去 找老

论坛进行时，我不断压抑

师。” 初一孝朱葺玚问：“奏国歌时，有人把手放在口

紧张感，并随时提醒自己的坐姿

袋里，脚不停地动，我是否该提醒他？”初一智赖诗月

端正，做好该有的礼仪风范。当

回答：“我们不应该在奏国歌的时候提醒他，但可以在

时我很想替朋友补充其回答，却

事后小声提醒他的举止是错误的。”初一孝倪卉凊问：“若

没勇气举手和开口表达自己的想

有同学骂粗口，屡劝不听，告知老师后，老师却没采取任

法。希望我下次可以突破自己，

何行动，怎么办？”初一忠陈凯威回答：“老师通常不

勇敢发言。我想说：“自古成功在尝试。”当一个人先从

会不采取行动。”黄世基师补充道：“可以把那位同学

自己的内心开始奋斗，他就是最有价值的人！

总结
黄世基师（初一信班导师）
欧阳修曾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
亡。”“礼义廉耻”乃我校校训，而“礼仪”是初一生着重培养的
道德教育。同学们，学校不只是让我们学到一技之长的地方，更是
培养德育的地方。学校推出一系列策略，如：《生命指南针》和七
大习惯，皆希望学生除了能知书达理，亦能达礼。也许同学认为
这些事情知易行难，不过有句话说：“天下事有困难和容易的吗？
去做，那么困难的事会变得容易；不去做，容易的事也会变得困
难。”好习惯不易养成，但一旦养成，往后颇有帮助。希望同学落
实所听到的礼仪，那么我们的校园就会温馨、和平、安全，大家也
◆ 黄世基老师

可以在更舒适的环境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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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久芳老师 : 如何转化压力与焦虑为动力，
创造新的契机？

◆ 辅导处召集人谢广婷老师（左）赠送纪念品予黄久芳老师。

朱彩萁老师 报道

8月30日（星期四）我校辅导处及训导处，与
家教协会联办“如何转化压力与焦虑为动力，创
造新的契机？”讲座。主讲人是来自台湾的黄久
芳老师，她毕业于屏东科技大学社工系，平时带
领着志工陪伴癌友，度过人生中艰难的时期。黄
老师也是许多读书会、身心灵工作坊的带领人，
擅长运用心理咨商的方式启动人内在力量。当
天出席讲座的学会有图书馆服务团、商学会、化
学学会、耕心社、数学学会、排球校队及华文学
会，共280余位师生。
黄老师表示，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国王与魔
王。国王代表的是正能量，如力量、智慧、生命
力、勇敢、热情、冒险、爱、稳健、坚定、信心
等；而魔王则代表了烦恼、焦虑、害怕、疑惑、
担心、怀疑等负能量。当两股势力并存时，应
学习把焦点放在国王上，让内心充满正向力量以

想。同时，黄老师也建议同学们多参与课外活动，如加入志工团

积极应付生活压力。此外，在生活中尝试以不同

体或多阅读课外读物，增加自己的阅历和打开眼界，从而培养积

的观点去思考问题，排除“非黑即白”的极端思

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2018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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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黄老师引用正向心理学专家阿克尔教授的六大心法，建让同学们学习与压力相处，重新找回身心的平衡：

心法一：厘清压力源

心法四：减法思考

压力，是一个指标，与你的在乎程度成正比。一如
《主管智商》的作者孟吉斯（Justin

我们很容易放大忧虑，被惶惶不安的情绪折磨。面

Mnks）所言，“

对压力，我们得学着反向操作，利用减法思考。压力终

如果没什么大不了，你也不会如此忧虑。”所以压力本

有尽头，眼前的困境绝对不是永恒。就像是讨厌上学的

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让你紧张、担忧的刺激是什么？

孩子，每去上一天课，距离暑假的日子越近，压力就缩

厘清压力源，才能从疑惧的情绪中跳脱出来，从根本着

短了一天。假设压力有重量，再难缠的状况，每经历一

手，移除压力。

秒，离解脱就又更近了一步。

心法二：挑能做的下手，不能做的就放手

心法五：建立支持系统

绝大多数人，都浪费太多的精力于不能改变的无奈

人际网络，是管理压力最有力的支持网。难解的问

中转牛角尖。阿克尔建议，写下你的“压力清单”，把

题、无能为力的困扰、复杂的心情，不需要自己一肩扛

让你感到压力的状况都写下来，并且分成两大类，一类

起，独自面对。找寻可信任的家人、朋友、同事，一方

是你可以控制的，一类则是你无法控制的。无法掌控的

面为情绪的抒解的寻找出口；一方面也可以从不同的角

部分，就放手吧！针对能有所做为的部份，采取实际的

度提供建议或协助。

行动，改变可改变的，对抗无谓的恐惧。

心法六：规划放空时段
心法三：转化压力

处在压力下，身体常不自觉地紧绷，所累积的疲

如何应对压力，将决定压力如何影响你。将压力视

累，又造成更大的压力。给自己一段完整的时间，适度

为威胁，陷在消极负面的情绪中，只会瘫痪你的脑袋，

地放空，即便只有五分钟，放下手边恼人的任务，从头

看不见其他的可能。卡内基训练大中华区负责人黑幼龙

到脚、从内而外彻底放松。或者，养成规律运动的习

先生认为，“使我们受苦的，往往不是情况本身，而是

惯、活动紧绷的神经，同样也是减压的好方法。

我们对于情况的想法。”尝试改变应对压力的心态、自
我信心喊话，正向的能量一开启，面对问题的力量也会
慢慢地释放出来。

最后，黄老师总结压力是“人生的香料”，它的真
实面目，是在帮助每个人发掘内在生生不息的能量与活
力。她勉励同学们从改变“认知”做起，换个角度与想

化压力为动力
杨凯丞（初一和）

法来看待自己和周遭的人、事、物，努力锻练成熟的个

整场讲座会，我专注地

性，建立正面乐观的健康思考模式。当面对压力时能转

聆听，认真记下各种纾解压

变想法并积极应对，把压力转化为勇於挑战的动力，就

力的方法。我了解到，当面

能享受克服压力后随成功而来的甘美滋味。

对挫折和压力时，只要把观
点转一转，事情就会随而改
变。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
压力或挫折，只要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待这些“绊脚
石”，那么它们就不再是“绊脚石”，反而成了一次
成长的契机。
此外，比较的心态会让自己失去欢乐，谨记要
知足常乐，换不同角度看待事物，认识自己、知足感
恩，才能真正体验幸福！
相信自己一定行！小凯丞，你好棒哦！

◆ 黄久芳老师与台下的同学有良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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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教研组校本培训

应用探究与合作学习模式于课堂教学工作坊
谢祉毅老师 报道

◆ 陈圣昌博士主讲

我校数学科教研组于8月17与18日在科技创新楼，举
办一场主题为“应用探究与合作学习模式于课堂教学工作
坊”,特邀来自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所助理
教授陈圣昌博士主讲。此次培训的参与者除了我校全体数
学老师外，还吸引了2位来自吉华独中的数学老师、2位我
校生物老师及教务处助理等，共35人参与。
苏进存校长为工作坊掀开了序幕。在致辞中，校长表
扬了数学组在3位科组长的带领下，每年定期自主地举办
校本培训，自主提升教师成长专业。此次在教务处的配合
下，成功在短时间内筹办了这场工作坊。苏校长也感谢陈
圣昌博士应邀主讲，让工作坊顺利进行。最后，也不忘感
谢这些年教务处在许梅韵副校长的带领下，长期掌握了新
时代的教育发展规律，为学校注入了发展的新元素，让学
校与时并进，同时也建构学校教育团队的学习共同体。

◆ 工作坊以小组活动形式，带领参与工作坊
的老师进行探究活动，并上台分享。

2018年 9月号

1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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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探究理论与教学演示
—数学探究与解题
接着，工作坊由陈圣昌博士开始第一场教学探究与演示。陈博士表示，数

学教学的两大重点是教学成就与学习兴趣。现实的数学教学中，教师往往过度
强调数学教学成就（分数评估）模糊了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陈博士认为，要提升学生的数学兴趣，老师必须先将手中的粉笔丢弃。

此外，要进行创新教学，老师需具备特出的沟通能力，以说服校方、家长等各
造，接受创新教学模式。
陈博士让大家看一段影片，并要求各小组讨论并派代表解释影片中发生的
问题。教授的影片尝试带出教学法的重要性。教师必须引导学生的思考，让学
生思考或理清问题在哪里，而非用情绪或班级管理的方法进行教学。
接着，陈博士举了一个基本的数学面积教学题目，进行传统与探究教学模
式的比较。

提出问题
（布题）

臆测

细心观察

他总结，在这个例子中，根据传统
教学，学生只学会计算面积，但无法掌握
公式的意义。学生长时间只会运算，学习
成就固然高，但无法引起对数学的学习兴
趣。要改变这种情况，唯靠老师在教学设

采用多元的观点

计上进行转换。数学探究教学是一种创新
且可以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模式。
探究是数学的核心。探究能让学生问
出问题、定义可探究的问题、计划、如何
研究、预测结果、推论与做结论。探究教
学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反思结果
设计与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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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学生
会表达。如
学
要
也
，
考
需要进行思
能力。
的历程中，
究
学生的逻辑
探
练
在
训
生
中
学
形
无
，
清楚
和符号表达
抽象的概念
演的角色。
师生各自扮
程
过
的
究
探
下表为数学

探究思考题
试证明以下

8×8的棋盘

个方格。
，共有204

（方格可重

教师探究教

叠）

学指南

臆测为何会

有204个方

观察后，需

澄

分析与记录

格？

义：
？- 方格定
清什么问题

边长可否改

变

方格数目

多元观点：
推

可以把

简化棋盘，

讨论

系：方格
理—找寻关

做结论且反
延伸推广n

数目与边长

有何关系？

思。

×n的棋盘

可以
从此题目中

延伸推算出

提出问题

公式 ：

臆测与操作

请观察sonobe组件，您

如果用2张sonobe组件

发现了什么？

组合，可以组合成什么
样的形状？
如果用3张sonobe组件
组合，可以组合成什么
样的形状？

2018年 9月号

接着陈博士

探究活动：
以小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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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be 的

秘密

形式，带领
先，博士以
参与工作坊
任务形式进
的老师进行
行小组人员
记录长、检
探究活动。
分
配
，
查长四个岗
每个小组中
首
位。陈博士
必须有组长
学生一人独
强
、操作长、
调，为避免
揽所有工作
在发表或讨
。任务性质
不同的报告
论时，高成
的小组分配
任务，并确
就的
可
以
做
保
一
全
个
部
有所压力，
重整，为学
学生得以上
此举可以让
生分配
台发言。他
学生更为专
认为学生上
位的工作内
注听课，进
台发言时会
容：
而提升学习
效果。下表
为各职

完成任务安
排后，各小
组成员按照
件。陈博士
自己的职务
使用早上所
，开始动手
讲解的数学
教学步骤大
制作sonob
探
究
教
致如下：
学步骤引导
e组
各小组学员
进行。整个

计划与执行计划

分析与发现

讨论与传达

用2个sonobe组件，制

sonobe组件数与面、

各小组成员依照各自任

作「造型杯垫」。

边、顶点之间的关系。

务进行发表。

用3个sonobe组件，制

30个sonobe组件的面

组长总结讨论结果，说

作「粽子」。

数，边数与顶点数各是

明运算公式。

用6个sonobe组件，制
作立方体。
用12个sonobe组件，制
作星形八面体。

多少？
承上题，可以变成什么
形状？
是否存在一般化公式？

呈堂报告（由最强的组
别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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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习理论与实务

2

工作坊的第二场活动同样由陈圣昌博士主持，为大家讲解“合作学习理论与实务”。

现今的教育大背景下，老师面对挑战之一是常态分班问题。常态分班造成学生个别差异。如
何能够同时提升高、中及低三种不同程度学生学习成就与学习动机，是最大挑战。陈博士认
为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可以通过高程度的学生帮忙老师带领或教导中、低程度的学生。合

作学习以学习者为中心，提供学生主动思考机会。此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透过互动与责任分
担，完成学习目标，对自己的学习负责的同时亦学习主动协助同学。因此，如何安排、布置
与经营合作学习小组显得尤为重要。

工作坊

陈博士为大家讲解学生小组成就区分法（Student Teams-Achievement Division）的
完整实施方案。

·全班授课：讲解，讨论，影片观赏等
·分组学习

按照一般传统的教学步骤进行教学布
置。小组成员分配和考量因根据学生的背

◆采异质分组（背景，性别，与能力不同）

景、性别、学习能力等进行分配，并确保

◆每一组有四至五 人

每一小组中都平均配有高、中、低三种学

实施步骤

习成就的学生。陈博士建议使用任务式的

◆需考虑到座位安排

小组岗位安排，确保所有学生都明确指导

◆任务式的分组（见表一）

自己的任务。（详细任务分配可见表一）

·学习评量：随堂测验或小考/以个人口头报告来评分

·计算个别进步分数，并且加总为组别分数
◆订出每个人的基本分数（设定目标）

成功的小组合作学习，关键在于评估方

评估方式

◆测验分数需转换成进步分数
·方式一：

式的分配。陈博士说，一般的小组合作学

以进步分为标准

习没有在评估方式上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造成只有高成就学生在劳动，低成就学生

◆测验分数减去基本分数为进步分数

坐享其成。因此，在评估方面，陈博士采

◆较基本分数退步=》进步分数零分，无负分

取进步分作为评估标准。如此一来，每个

◆持平=》进步分数10分
◆较基本分数进步10分=》进步分数20分
◆较基本分数进步10分以上=》进步分数30分

学生因各自能力，有着不同的起跑线。低
成就者进步的空间较高成就者大，若要获
得更大的平均分数，高成就者需要依赖低

工作坊

成就者，借此让高成就者自发性地帮助低
成就者。

·取小组组员中的平均进步分数作为小组分数。

小组奖励

◆社会性（口头称赞..）
◆符号性（奖励卡，奖状...）
◆活动性（自由活动时间...）
◆实物性（食物...）

实施的

·合作学习的技巧需要老师指导

注意事项

·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反思
·需要不断的进行调整
·需要长期经营，无法一步到
位，勿好高骛远。

2018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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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理论的讲解后，陈博士带领参与的老师以小组的分工的形式进行合作学习活动，借以让老师们对其
合作教学模式有更深层的认识和概念。陈博士将老师们分成五人小组，并且要求每个人选择各自岗位后，为
自己设立一个基本分。陈博士的合作学习活动为使用一张颜色纸，折出最大的正三角形，并借此推算出数学
公式

。

记录长通过观察、记录各组员的表现，同时也需聆听组员讨论的内容是否正确。下表为观察长的记录表。

开始前分组工作
组长，操作长，记录

长，检查长、观察长

·组长：规划任务
，协调分配工作，
主持讨
论......
·操作长：负责想法
·记录长：记录讨论

的操作与执行

或操作内容

·检查长：确认组内
成员是否学会，可以
抽取
组内成员检查
·观察长：记录每位

成员间的合作学习行

工作坊

为

3

分组合作学习微型教学

第二天的工作坊，陈博士为大家讲解并分析分组合

两位老师使用相同的分组合作学习模式进行教学，

作学习教学观察表。此观察表由台湾活化教学—分组合作

但是在小组任务的职衔命名上有所不同。世基老师使用公

学习的理念与实践方案推动小组所编制。此分组合作学习

司的概念进行职务分配，小组成员分别由老板、经理、秘

观察表的设计，包含的层面广阔，从教学前的准备、教学

书和员工组成，而雁冰老师的小组则是以组长、记录员、

中的进行方式到合作学习的评量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陈

观察员及发表员组成。在成果发表或评估的阶段，两人的

教授为大家讲解整个观察表如何布置与填写，并阐明各种

安排也有所不同。世基老师在评估的过程中会指定或要求

评鉴标准的设计原因与考量，让老师们对分组合作学习有

由个别成员如员工或秘书来回答，而雁冰老师则是由小组

更深刻的认识。

中的发表员进行回答。

经过陈博士两天的主持与讲解后，工作坊的下半阶

两位老师在各自完成教学分享后，进行议课环节。

段由我校的两位数学老师进行微型教学分享。这两位老师

在场的每一位老师根据他俩的教学表现进行评估和讨论，

分别是来自于初中组的黄世基老师，讲解代数式的值和高

而陈博士则从旁补充。两场各一小时的议课时间和综合讨

中组的林雁冰老师，讲解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两位老师

论环节在老师们的积极参与下，促进了彼此的思想交流，

于八月初在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完成各自的数理创意教学硕

并在工作坊结束时依然在延续讨论。此次的工作坊为与会

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分组合作学习。此次将他们的学习及

老师带来许多合作学习教学的知识和灵感，对老师们在日

研究成果，结合陈博士讲解的方法，进行微型教学。

后的教学上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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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ipants and presenters posing with our principal, Mr Soh,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ELC, Mdm Boo.

Lesson Study - “When we collaborate, we improve”
ELC teachers shared their best practices
with 150 teachers
Reported by ELC
The Teacher Sharing among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in Selangor, Kuala
Lumpur and Negeri Sembilan was successfully
host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ELC)
of Hin Hua High School on 4th August 2018. The
focus of this sharing was on Lesson Study which
emphasises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on, and thus
the theme was “When we collaborate, we improve”.
It involved an introduction of Lesson Study and
9 parallel interactive workshops presented by all
English teachers at ELC with the aims to enable the
participants to grasp the concept of lesson study,
cultivate collaborative culture and experience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This sharing was
ended with a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led by
Mdm Boo, the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Dr Teoh Hee Cheong, the head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ittee and members of the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event brought together eleven independent
Chinese schools around Selangor, Kuala Lumpur,
Negeri Sembilan, Kedah, Kelantan and Kuantan.
Besides the sharing of lesson study, this event also
provided a valuable networking opportunity and set
the stage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among teachers
i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conference began with an opening
remark by the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ELC,
Mdm Boo. She began her speech by welcoming
all participating schools and emphasised the need
to conduct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programmes in order to assist all students to
acquire essential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for their
future. She added, as teachers, one must not only
have the subject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teach,
but also the right attitude. This will lead teachers
towards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rganizing
their work well and also adding value to their work.

2018年 9月号

In addition, Mdm Boo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esson Study which covers lesson planning,
peer observation, reflection,
improvements on the lesson
plan and finally action
research. It takes a complete
cycle of lesson study for
teachers to create a tested
and improved lesson plan
which benefits students in
the long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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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in an authentic communicative environment.

Dur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there was an
exchange of opinions and
clarification of some issues
concern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ross the floor. In
response to a participant’s
doubt about the practicality
of lesson study while teachers
are always under stress to
complete teaching a book,
It was then continued
Mdm Boo encouraged the
with nine parallel interactive
teachers to be selective on the
workshop presentations by
lessons that require teaching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at
and assign self-study tasks;
ELC. The participants had
in addition, the scheme of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work should serve as a guide
two workshops of their
where flexibility is allowed.
choice during this event.
When a concern was raised
They were kept engaged
regarding the limitations on
in various activities and
conducting student-centred
hands-on practices during
activity in large classes,
the workshops. The topics
Mdm Boo emphasised that
presented covered writing,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which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involve pair and group work
◆ Presentation of research projects by Junior and Senior can be conducted even in
and integrated skills.
student-presenters.
large classes if the teachers
On that day, 16 groups
could cultivate habits among
of students were also invited to present their research
students to quickly form teams from adjacent seats
projects during the registration and tea break.
without having to move about much. The Q & A
It served as a good exposure for these studentsession was ended by Dr Teoh with a summary of
presenters to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 teach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sson Study in Hin Hua
from other schools. Consequently, they were able to
High School.
build their confidence and improve their speaking

◆ Q & A session taking place dur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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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eedback received from the participants
was very encouraging. Many commented positively
about how well the workshops were conducted by
Hin Hua English teachers.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said, “This workshop provides a clear insight of
real education, in which mos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commercialized due to contemporary society
pressure. Lesson study is well defined and explained
for teacher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Another also
added, “The post- teaching activities were fun and
very engaging. There was good teamwork shown
by Hin Hua High school teachers.” All participants
went home with knowledge gained from the two
workshops, different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copies
of materials shared by the presenters.

worksh
ing the
r
u
d
n
actio
ants in
Particip

ops.

ELC would like to extend its appreciation to
Segi College for its sponsorship of tote bags, ELC
Ambassador’s Club, English Society, Photography
Society, Scouts, Junior & Senior research presenters,
two emcees from J1 Wellington and all involved in
making this event a success.

ELC Teachers’ Feedback on CISS event on 4th August, 2018

Mr Dannie Mar Yi Yuan

Ms Lavaniyaa Mailer

The event was a great
focus and very insightful.
It really sharpened our
perspectives in planning
a purposeful lesson. As
teachers, we were also able
to take back lots of resources
and follow up ideas to use in
our lessons. It was highly relevant to our lessons
as the country is striving for a better system for
students to learn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I am
sure teachers who came for the workshop had also
gained practical skills and an insight into lesson
study.

The teacher sharing among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hosted by ELC this year has
made all the teachers at ELC
shine in every aspect in their
teaching career. As for me,
this has been an eye opener
and an added value to my
career development.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workshop; as teachers we can strive for the best and
be confident in what we do.

2018年 9月号

25

HIN HUA MONTHLY

Striving together to bring hope and light to the world

“2018 The Belt and Road, our
future global youth summit”

◆ From left, our school’s representative Wong Kuan Hua, followed by Nicholas Chow, Derek Yuen, Goo Ruo Yun, Alicia Tan,
Kam Sue Herng, Lee Mei Chie posing with Mr. Lee Huei Shyang in traditional costume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Reported by Derek Yuen (S2 Washington)
On 18th-23rd March 2018, seven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Hin Hua High School: Alicia
Tan, Lee Mei Chie, Goo Ruo Yun, Nicholas Chow,
Kam Sue Herng, Derek Yuen, Wong Kuan Hua,
and Mr. Lee Huei Shyang, attended an international
forum named “2018 The Belt and Road, our future
global youth summit” hosted by the Affiliated High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The summit
had the objective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engage in
dialogue and understand key global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 benefi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organizers of the event had invited more than 100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8 different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vent.

◆ O u r re p re s e ntat i ve s p o s i n g s m a r t l y b efo re t h e
presentation.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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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hoto of the beautiful campus at the Affiliated High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For the summit, our seven student delegates had
to prepare a 15-minute presentation on two topic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old silk road brought
upon Malaysia.” and ‘How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ransforming our country, Malaysia‘.
Here,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Puan Sri Tan Kai Yong for her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our former principal Mdm Ng Swee Geok,
the principal Mr Soh Chin Choon, vice-principal
Madam Boo, and teachers: Mr. Yan Wei Yang and
Mr Lee Huei Shyang for providing us help and
support along the way. Besides teachers from our
school, we were also given help by a lawyer, Mr
Loh Chang Woo, who gave invaluable feedback on
the content of our presentations.

and arrived in Beijing at 3 in the morning due to
a flight delay of 8.5 hours. Despite the harsh cold
weather, the group was given a warm welcome by
the co-director of the summit and brought a smile to
everyone’s face. In spite of having only just an hour
of sleep, we got ready for the first day.
On the first day, the delegates were required
to be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ostumes that represent
the multicultural Malaysia. We prepared the Malay,
Indian and the Peranakan costume to brighten the
event.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Youth Summit 2018,

After one month of preparations, the big day
finally arrived. The group departed from KLIA

◆ The seven representatives visited the Beijing National Stadium. (Upper Right) Participan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paid a
visit to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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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speeches were given by the principal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school. The event was hosted to
shed light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o
promote inter-school relations in the surrounding
region. They were followed by two special guests
who shared stories of encouragement and their way
of changing the world, such as the Omni Processors
in China.
After the speeches, we were ushered into a
classroom to present our views on the topics given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of 5 schools. Alicia, Derek
and Sue Herng took the stage as they presented their
topic entitle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Old
Silk Road brought upon Malaysia”. We shared about
the stories of Zheng He,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gave
birth to the multicultural Malaysia. Subsequently,
the delegates of other schools presented their topics
respectively regarding their country. From the
ancient, mighty Persia, to the entrepôt of Temasik,
it was a history textbook brought to life.
The second topic presented by the group was on
“How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ransforming
our country, Malaysia”. Lee Mei Chie, Nicholas,
Kuan Hua and Ruo Yun shared about the developing
projects in Malaysia, including the Malacca
Gateway, the East-Coast Rail Link (ECRL), the
Xiamen University campus and many others. They
talked about the economic benefits that our country
could reap from foreign investments through these
projects. Following our school’s presentatio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other schools presented their
topics respectively.
Apart from making presentations, we enjoyed
tons of entertaining an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uch
as making a stadium prototype that reflected our
country’s culture and having a small discussion
about investing an imaginary country. Not only
that, we went on a campus tour of Peking University
where the architectures of ancient Chinese buildings
blended beautifully with the stunning scenery of the
lake and the surrounding flora. Following that, we
had a field trip to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nd the
Beijing National Stadium. It was definitely a trip to
remember.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gifts and certificates
of participation were awarded to all who took part.
A video was shown relaying the exciting events

◆ Representatives Alicia Tan (Left) and Kam Sue Herng
(Right) providing an interactive presentation to the
participants.

that happened within the three days. Looking back,
memories which were invaluable flooded everyone’s
heart. Representatives from a few school delegates
gave their speeches to show how they have gained
from this summit.
After the closing ceremony, everyone had
dinner together, which gave all the opportunity
to socialize with the delegates and teach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Everyone shared laughter, smiles,
pictures and even souvenirs. Local delicacies were
served, and the team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contacts with friends from other countries.
Soon, it was time for everyone to leave. It was hard
to bid farewell, especially since good friends were
made with the ambassadors and delegates from
other countries. Heavy heartedly, we left Beijing
and boarded the plane which took us home.
This experience teaches all that everybody
makes a difference in this world. It is our future to
create and mold. What we choose to do and think
will be the deciding factor on the outcome that will
be presented. It was a very meaningful trip which
taught the team that all are living as a community,
striving together, in order to bring hope and light to
the world.

◆ The representatives of our school received invaluable
feedback from vice-principal Madam Boo and Mr. L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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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incipal, Mr. Soh Chin Hoon, Mdm Boo Chuan Yen, the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ELC and Ms. Evon the deputy head
of ELC officiating the research showcase.

Student Research Showcase 2018
Reported by ELC
The Student Research Showcase 2018 once
again took the centre stage of attraction displaying
skills and talents from both Senior and Junior
presenters at the Humanities Corridor of Hin Hua
High School! The Senior Two and Senior Three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classes
successfully showcased their research on two
consequent days on 23rd and 24th July, followed by
Junior Two and Three classes on the 25th and 26th
July, 2018.
Mr. Soh, the principal and Mdm Boo, the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ELC and Ms. Evon the deputy
head of ELC launched the EAP Showcase themed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on the 23rd July
at 9.10am. This event was witnessed by the research
presenters, students and ELC teachers.
Soon after the official opening ceremony,
teachers and students visited the booths which
had interesting topics ranging from school matters
and right up to students’ personalities. Some of

◆ Junior students are all set to present their findings to their
audience.

2018年 9月号

◆ The Head of Higher Studies Pla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artment, Mr. Lee Huei Shyang, paying attention to
a presentation.

the interesting topics presented were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Human
Race, The Usage Of Life Compass : A Case Study
Among Senior Three Students, Digital Attendance:
A Case Study Among Senior Three Students and
Gender Roles and Career Choices: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mong The Senior Three Students.”
The research on Digital Attendance show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will benefit
both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erms of time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Another research entitled
“The study on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Human Race” revealed an interesting finding whe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found to pose a greater threat
to humanity because humans will lose their jobs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vances as the future is rather
unpredictable. All participants not only presented
with confidence, but they also displayed very
informative information in their posters. The student
research showcase was a unique platform where the
participants buil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onfidently presented the value of their research
to the general audience. There was an encouraging
turn out from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ring
these four days.
This was the second time around for both Junior
Three and Junior Two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showcase . All junior students were exposed
to some basic research skills, academic writing and
setting of questionnaires. Different requiremen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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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P students presenting their research paper at their
respective booths.

set for different levels so as to raise standards in all
students. It is commendable that all research papers
are done in Google Drive using Google apps like
Docs, Sheet, Slide and Form where collaboration
is enhanced. This helps to promote ICT literacy
among all students of Hin Hua High School.
The objectives of carrying out research in both
the Junior and Senior levels are to teach learners to
practise research skills in order to promote inquiry
based learning and to use academic language and style
appropriately. It also helps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skills among our students.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se students are able to produce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aper. Students are also exposed to ethical
issues when conducting a research. In EAP research
papers, students are taught referencing system and
paraphrasing skills. This also gives opportun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y
engaging in such activities, students will have
gained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in using English to
communicate in academic contexts by the time they
step into the tertiary level.
Overall, this year all participants were very
enthusiastic in showcasing their respective findings.
They were all geared up to convince and impress the
audience with their research outcomes. There were
also a few first-time presenters who were nervous
and excited at the same time but somehow due to
their collaborative effort they managed to stay calm
and composed throughout their presentation.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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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Xin Yi (J2 Darwin)

Wesley Lau Wei Zhong (S2 Washington)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research showcase, we were
totally inexperienced and
scared out of our minds.
We didn’t do a good job
explaining and we were
stuttering on our words. But
we admit that we weren’t well
prepare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we didn't have a clue on how it was going to be like.
When the second day rolled around, we worked
together really well and it wasn’t so bad. We all
had fun and our teacher even gave us drinks! A few
days later, our teacher told us that we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display that Saturday when the teachers
were having a workshop. Somehow, somebody
thought that we were good and this good news sent
a ripple of surprise through our team. That day, not
many came to our stand, but a few people did and
we tried our best. We got compliments and we’re
really proud to be a part of this and it would be
amazing if we do something like that again.

In all honesty, I felt very
honoured to have been chosen
to present my research project.
The research project was very
intimidating at first as I was
a newbie with zero ideas on
how to conduct a research.
But as the project progressed,
I began to understand how
research was conducted and how the report of said
project was written and it was all very fascinating. I
am very fortunate that I get this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research and able to share this experience
with my other friends who are not from Hin Hua
High School. I want to thank Ms. Radha for her
patience and teachings throughout this entire
project. And also to my classmate and friend, Derek
for he inspired me to have the desire to do my best.

Low Shi Yun (J3 Chicago)
At first, we were really
worried about having this
showcase as it is our first time
joining the research project
showcase. Making the poster
was a big challenge for the
four of us because we were
busy with our sports day
event the week before this
research showcase. Luckily it worked out in the end.
We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showcase especially the
ways to present in public. It's our pleasur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our ideas and opinions in
front of our friends and teachers.

Christopher Lim Min Je (S2 Washington)
Looking back at the first
time when we (our class)
were told to do the research
project, to be frank, we're
actually a bit dumbfounded.
But when I tried to think on
the brighter side, it would
be good to prepare us for
university studies, so my team
completed the project without any complaints, we
had learnt much on research skills too! Especially
when we were first taught how to do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how to include an appendix, we were
able to do something we only get to see in academic
reports. It was both new and interesting for us as we
were exposed to academic learning tasks as early as
in high school. Also, there was a presentation of our
research to teachers from other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who attended a workshop on 4th August.
In general, the entire project is a fresh breath of air
amongst our regular English studies.

2018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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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Inter-Schools English Forum 2018
Hin Hua emerged as champion!
Reported by ELC

◆ Winners posing with the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6th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Eight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Combined
English Forum 2018 was held successfully at Chung
Hua High School on 11th August 2018 from 8.00am
to 2.00pm. This competition was organized by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Selangor and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and co-organised by Chung Hua High School, Klang.
Hin Hua High School team formed by Derek Yuen
Yee Jun (Chairperson), Kam Sue Herng (Panelist
1), Lim Jia Sheng, Joshua (Panelist 2),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Panelist 3) and Pang May Chih
(Reserve) won the First Prize, whilst, Derek Yuen
Yee Jun won the Best Chairperson Award.

The objectives of this forum competition ar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particularly in their speaking skills amongst
students in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showcase their public speaking talents, a platform
for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and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on current and social issues.
The topic entitled ‘Welcome to Lah Lah Land’
and a few slips with unexpected technical problems,
which seemed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captured the adjudicators’ attention on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team. Their confidence and poise
showed they were able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well.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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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m also stood out because of the chemistry of
teamwork they had on stage. The panelists played
their roles as a local who is familiar with the slang,
the president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in Hin Hua
High School, a Senior 3 student who is familiar with
speaking Manglish and an exchange student from
the UK.
The team brilliantly discussed the topic into
bite-sized melt-in-your-mouth information as
they described in their opening. The adjudicators
were impressed with the high level of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n the discussion among the panelists. The
topics presented were prevalent and the presenters
spoke eloquently.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was handled amazingly well by the team with
personal views included. Some of the interesting

points brought up by the panelists were on how
Manglish came about, the effects of speaking
Manglish and how foreigners perceive the usage of
Manglish.
The esteemed panel of adjudicators also
advised participants to be careful when it comes to
having an accent and not to show such a remote role.
Presenters also need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hoosing a topic and how to express one’s views.
They need to have the belief that they know the
topic well. This will build confidence in them and
lead to a natural and well-presented forum.
Again,
we
congratulate
our
school
representatives on their great achievement and look
forward to their constant effort in self-improvement.

Derek Yuen Yee Jun (S2 Washington)
I was honoured to be able to represent our school to participate in this forum competition. There were a lot
of obstacles along the way when we were preparing for the competition, but I believe it was exactly this reason
why our forum presentation was able to shine. Through all the struggles we had faced, through all the practices
we had done,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had shared and we had laughed, we created a strong bond that cemented
our presentation. It was this friendship that allowed us to fill in the gaps, and create something special. And all
of these could never be achieved without my team.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who has been supporting us
on our journey, and to me, this will surely be one of my most memorable moments in high school.
To all my fellow teammates, thank you, for you guys have surpassed my every expectation and together
construct a memory that I will forever cherish. Singing songs might not be part of our scheduled practices, but
it worked to our advantage as to create our special “chemistry”. I am proud of you all, and I am glad that I was
able to join all of you in this year’s forum.

Kam Sue Herng (S2 Washington)
Looking back at the pictures we took during the competition, I can say that this competition is really
an unforgettable one for me. Honestly, it is not just because of winning the competition, but also having the
chance to make connections with all the talented speaker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and discover new things.
Every team performed really well and I was actually quite amazed at how outgoing and supportive they were,
especially representatives from Kwang Hua High School. Oh, I really miss the bonding sessions! Anyway,
being able to be the champio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y dearest teammates who
were always having my back. Thank you for all the help and care throughout the whole competition. Without
all of you, I’m absolutely nothing. I do hope for more collaborations with all of you in the future !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S1 Adelaide)
While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 say about this competition, the number one thing I want to say is
that it's not always about the results (although it is most of the time), it's also about the fun. Which would be
surprising, because when most people think of a forum, they think of a boring team-speech. This is not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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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however, if you learn to have fun. For us, it wasn't just the satisfaction of winning, it was also the
happiness we got when we were jamming acapella instead of practicing, then laughing when we realised other
students outside were staring at us. It's also the happiness of meeting friends of other schools (which we're
still good friends with), and just overall enjoying the chemistry and having fun as a forum team. So, thanks
to everyone in the team; without any of you,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and a lot of memories would
have been missed.

Lim Jia Sheng, Joshua (S1 Adelaide)
Beginner’s luck? Maybe, but nevertheless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to Mdm. Boo for allowing me to join this
team. It was overwhelming to achieve what we achieved; not that we had dismissed the possibility altogether,
but we just did not expect to perform so well! I, for one, could never answer any of the Q & A questions
properly without muttering nonsense and making weak conclusions. My teammates were extremely supportive
and encouraged me in spite of this. Turned out that I managed to answer quite well, and even managed to
make the judges laugh! Thanks, guys! We owe our win to the support of the ELC teachers, we owe our good
performance to the strong comradeship among us teammates, and we owe our glory to God.

Pang May Chih (S2 Melbourne)
As a reserve for the team, I felt extremely grateful to be working with them throughout the forum
preparation. It was a tiring process, with many script changes and problems that we stumbled upon one after
another, yet we managed to pull through. My sincere thanks to ELC, for providing us with the space and
freedom to approach the forum. It was an extremely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图说兴华

歷瓦煲肉骨茶義賣
文/ 徐威雄博士

1983年6月，巴生直落玻璃的“历瓦煲肉骨茶”为兴华筹募电脑中心的建设经费。此
次义卖邀请州行政议员黄天福及首相署副部长李金狮来主持揭幕，可谓大阵仗。图
为帮忙义卖的校友与董事在现场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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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
我校荣获全国团体冠军、季军及
个人表现优异奖

◆ 得奖学生与苏进存校长（左六）、谢锡福副校
长（左五）及梁耀文老师（左一）合影。

兴华中学陈嘉庚常识队报道
7月15日（星期日），我校学生谢凯皓、
蔡菱恩、李钧皓、张岱安和吴奕茹，以及刘凯
铷、张汉华、郑声蔚、郭永康和苏荣熏参加由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主办，马来亚二战研究会
与多校协办的全国第四届中学陈嘉庚常识比
赛。决赛成功分别荣获全国冠军和季军，同时
张汉华荣获个人表现优异奖。这项赛事共吸引

◆ 得奖者与主办单位合照。

79队来自全国的独中、国中以及国民型中学的
队伍参与。
这项比赛旨在纪念陈嘉庚先生与弘扬嘉庚
精神,同时提升中学生对陈嘉庚与“先贤”生
平事迹、太平洋战争以及马来西亚华人与籍贯
的认识。大部分的考题主要按其指定的必读书
籍弹性提问,制定读物为:《光辉典范——陈嘉

6月30日（星期六）,15位学生代表在梁耀文老师带领下参
与在我校协办的全国初赛笔试。我校的3支代表队伍在初赛包揽
初赛前四强的标青成绩，成功晋级全国16强，其中更有6位队员
荣获初赛个人10大优异成绩。3支队伍队亦于7月14日至7月15日
前往雪隆中华大会堂参与晋级赛与决赛。

庚生平事迹》、《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以及

7月14日（星期六）在16强淘汰赛中我校三支代表队顺利晋

《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其

级8强，但在隔天半决赛中，我校第二队不敌坤成中学第一队，

余的题目主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华人

而其余两队则在一番龙争虎斗后顺利晋级决赛，并在决赛中面对

先贤如李光前先生、陈六使先生以及林文庆先

两支来自坤成中学的强劲队伍，进而在决赛中上演了“双兴”

生的相关知识,以激励参赛者主动了解手册以

对“双坤”的对决。比赛最终以兴华第三队与第一队分别荣获冠

外的资料,多涉猎课外知识。我校课外活动处

军及季军的成绩画下了句点。

多年以来都一直积极地在校召集并组织校内热
爱历史、关注时事的学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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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为参赛者们举办了今年的主题为“雪隆华人文化馆”导览活动，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 16 强队伍走出赛场，
进行参访活动。
为配合此项赛事，主办单位也为参赛者们举办
了“雪隆华人文化馆”导览活动，带领来自全国各地

成功晋级十六强的代表学生

的16强队伍走出赛场，缓和剑拔弩张的备战气氛，

兴华中学第三队（冠军）:谢凯皓（高一理忠)、

分成三支队伍参观了刚落成不久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

蔡菱恩（高一理孝）、李钧皓（高一理仁）、

馆、林连玉纪念馆、茨厂街乡音馆、马来西亚河婆文

张岱安（高一理义）、吴奕茹（高一文商勇）

物馆以及隆雪陈氏书院。这十数年来，为了保留华人

兴华中学第一队（季军）：张汉华（高三理忠）、

历史与文物，大马华社创办了不少文物馆或文化馆，

郭永康（高三理仁）、刘凯铷（高三理爱）、

为社区发展历史与文物的保存，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与

郑声蔚（高三理爱）、苏荣熏（高二理信）

贡献。参访华人文化馆，是了解华人历史文化重要的

兴华中学第二队：苏俊涛（高二理忠）、林彦恺
（高二理孝）、颜学恩（高二理爱）、林如心
（高二理义）、孙小卉（高二文商和）

管道之一，也是一种相对于课堂，更有趣味的户外学
习。
其中，位于雪兰莪州史里肯邦安华总大厦内于今
年3月落成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是全马首家全面展

初赛个人十大优异成绩
苏荣熏（高二理信）、苏俊涛（高二理忠）、

示我国华人历史和发展现状的博物馆，设有16个常设
展区，现有收藏品近一千件。该馆结合现代视角，运

颜学恩（高二理爱）、林如心（高二理义）、
张岱安（高一理义）、吴奕茹（高一文商勇）

◆ 参观华人博物馆，是首家全面展示我国华人历史和发展现状的博物馆。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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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河婆文物馆。
用场景复原，艺术品创作，多媒体展示等新颖手法打
造一流的视觉盛宴。逼真的场景加上考究的史料，使
参观过程充满趣味，一改博物馆枯燥的刻板印象。
陈嘉庚纪念馆坐落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二楼，是东南亚第一家陈嘉庚纪念馆，旨在缅怀陈嘉
庚一生的丰功伟绩与高风亮节，以他为典范，激励后
人，并发扬诚信果毅、克己奉公、匡扶正义、奉献社
会的精神。纪念馆通过图片、文物、史料，展现伟人

◆ 参观林连玉纪念馆。

的精彩人生与事迹，尤其是对教育与社会的发展作出
的重要贡献。
林连玉纪念馆坐落于吉隆坡马哈拉惹里拉路的
一座五层半大厦。其设立了文献室和资料室，集中及
妥善保存林连玉先生以及华教运动的文物和资料。4
楼展示厅可谓建筑灵魂的中心，设立着林连玉先生的

等。书院的整体建筑雕梁画栋，美轮美奂，是中国境外难得
见到的古粤建筑物。2006年，隆雪陈氏书院被马来西亚政府
列为历史文物重点保护古建筑。

真人大小铜像。此铜像以行走的姿态呈现，表示着其

马来西亚河婆文物馆设立在吉隆坡市富都区隆雪河婆同

勇往直前的先行者精神；站在和观者一样的高度上，

乡会大厦一楼。主题展览区的设置是希望透过不同的主题展

则象征着林连玉先生对平等权益的信念。铜像前方是

览凸显河婆人的文化特质，而常设展区则展出河婆人在早期

一个刻意被两边遮蔽，只留下一条笔直缝隙的玻璃盒

日常所穿着的服饰及所使用的各类证件。馆内也设有影音观

子，遥望着独立广场。设计者是希望有朝一日林连玉

赏室，供参观者观赏与河婆文化相关的影视节目。

先生的公民权案平反时，玻璃盒子可以完全开放，还
他一片光明的前景。

茨厂街乡音馆旧址位于苏丹街，2013年由张吉安号召
发起，但于2014因暴雨突袭被迫无限期休馆。时隔四年，乡

隆雪陈氏书院建立于1897年，建筑结构规格设

音馆于今年再次开馆，选址敦李孝式路。其以老街和乡音文

计皆仿自广州陈氏书院，惟规模较小。采用南方福建

化为概念，融汇老街文物保存及展示，集合交流演艺的民办

闽南和广东粤式建筑特色，设有院子、对称阁楼和典

据点，把传统与现代艺文家进驻老社区。乡音馆分为上下两

型精致的砖瓦屋顶。屋顶上雕有古代人物陶塑，上演

楼，一楼是“食光探寻”籍贯参观，二楼则为“乡音考古”

各类古代戏码如薜平贵、穆桂英和二十四孝的故事等

展。此外，乡音馆亦不定时举办特别活动如乡音讲堂和讲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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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华（高三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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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陈嘉庚常识比赛不仅仅是为校争光，更多的是
对知识、感受和友谊的积累。由于比赛的题目广泛，因
此我们必须多方涉猎一些历史性的常识。在历史的长河

四年里参加了三次的陈嘉

中，我看见了人类的发展、目睹了人性的邪恶、战争的

庚常识比赛对我来说可谓百感交

恐怖以及陈嘉庚先生白手起家、毁家办学、成为华侨旗

集，初三时抱着玩玩的心态去参

帜的种种经历。于我而言，是一次的学习也是一次对自

与，却意外地入选淘汰赛阶段。

己的警惕。与大家一起熬夜备赛、空闲时间对历史人物

虽然提早出局，但却下定决心至

和历史事件进行的评论、比赛时的鼓励还有胜利时的拥

少要拿一次冠军。拼了三届，今

抱，是深刻且美好的回忆，我们的友情也从中凝聚、升

年获得了团队季军和个人表现优异奖。无论如何，通过

华。或许有一天，奖杯会褪色，荣誉会淡忘，但相信这

这个比赛，我的确是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和培养了新的人

份友情和比赛过程中的感触会永远绽放着光芒。这次的

生观。

比赛，值了。

今年的导览主题主要探讨华人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
上的历史和文化。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我们很少去认真探

感谢梁耀文老师以及队友，来年继续一起加油，与
时并进，再接再厉，相信来年会有更好的成果。加油！

讨当年先贤们南来到这里的经历和事迹，经过一系列的
活动，我也更加感激先贤们的奉献，没有他们的付出，
我们的处境或许就没有现在那么好。这个比赛让我认识
到了一班好友，大家在课业繁忙的高中生活里仍然抽出
时间积极备赛，争取最高的荣誉那段日子，在备赛过程
中仍有说有笑，而不是严肃地各读各自的。那写满重点
的白板、那满满是备赛试题的电脑、在比赛中互相帮忙
以 及 讨 论 的 时 刻 、 那 融 洽 的 氛 围 ， 都 是 我 忘 不 了 的回
忆。陈嘉庚常识比赛给我最珍贵的东西，除了知识与荣
誉，最重要的就是这段热诚和奋斗过的回忆。

学习和传承陈嘉庚精神
林彦恺（高二理孝）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陈嘉庚
常识比赛，也加深了我对陈嘉庚
这位华侨伟人的了解和认识。陈
嘉庚先生是位在二战时期少数敢
于挺身而出的英雄。身为一位成
功的企业家，他并没有在国家需
要他的时候退缩，而毅然慷慨

尝到了甘甜的果实

解囊，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和捐款

李钧皓（高一理仁）

就看不到现在的中国，而我们这些华侨的也会没有了所

给抗日部队。如果没有他的积极参与和捐款，也许我们

从一开始的初赛，到经历了

谓的“根”。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及学习的模范。

晋级赛，最后赢得决赛。一路走

希望各位师生若有机会能够对陈嘉庚先生有更深入的了

来，路程虽短，但步步艰难。这

解，并把他的精神学习及传承下去。

项比赛的范围非常的广，因此我
们投入了很多时间、精力准备，
同时又得兼顾着繁忙的课业，很
累，但幸好大家都扛了过来。
这 是 我 的 第 二次 参 加 陈 嘉 庚 常 识 比 赛 。 两 次的参
加，收获丰硕，也有很多感触。记得第一次比赛时，我
和队员们也只是懵懂的初二生，当时因实力的悬殊而倒
在了初赛的路口。那次之后，大家相互约定，下一届再
来。两年后，我们重整旗鼓，整装待发，比两年前多付
出了更多的努力，幸运的是我们最终尝到了那甘甜的果
实，肯定了大家3个月来的努力。

我想我们是幸运的，能够在充满中华文化气息的
校园里学习。然而，千万要记得，日后学成后一定要回
报母校，使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能在国内传承下
去。最后，我想感谢校方如此重视这项比赛，让我们多
了一个学习的经验。也特别感谢梁耀文师的辛苦付出和
队友一路的扶持，希望明年大家能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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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全国美术比赛 我校唱丰收
MIA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第 33 届全国美术与设计奖学金甄选赛

全免奖学金：曾千芸（高三文商平）
半免奖学金：张岱安（高一理义）
安慰奖：王欣怡（高二文商智）、施婉琪
（高二理义）、吕敏瑜（高二理义）、林恺
婷（高一理孝）、谢勇康（高一文商智）
◆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第 33 届全
国美术与设计奖学金甄选赛，
我校获奖全免及半免奖学金
的 得 奖 同 学 与 师 长 合 影。 左
起 为 黄 宝 珠 老 师、 曾 千 芸、
苏 进 存 校 长、 张 岱 安、 谢 金
聪老师及李增注老师。

◆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第 33 届全国美术与设计奖学金甄选赛荣获安慰奖同学与师长
合影。

The One Academy 全国美术与设计比赛

Encourage Prize得奖者：
王心怡、张岱安（另荣获
Jury’s Special Selection
Prize） 、张靖茹

Encourage Prize得奖者：
潘韵如、曾千芸、彭美琪
（另荣获Jury’s Special
Selection Prize）及朱浩然

◆ 荣获 The One Academy 全国美术与设计比赛的同学与师长合影。左起为黄宝珠老
师、李宛云老师、王心怡、张岱安、张靖茹及苏进存校长。右起为李增注老师、
谢金聪老师、潘韵如、曾千芸及彭美琪。

2018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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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ENI 2018 Painting Competition

第三名：张靖茹（高二文商和）
安慰奖：曾千芸（高三文商平）
进入决赛：张岱安（高一理义）、
潘韵如（高三文商廉）、
谢镇阳（高一文商智）

◆ MY SENI 2018 Painting Competition
我 校 代 表 荣 获 佳 绩。 前 排 左 起
为曾千芸、谢金聪老师、黄宝珠
老师及张靖茹。后排左起为张岱
安、潘韵如及谢镇阳。

◆ 张靖茹与得奖作品。

◆ 张岱安与得奖作品。

◆ 谢镇阳与得奖作品。
◆ 潘韵如与得奖作品。

◆ 曾千芸与得奖作品。

第十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金奖： 张岱安（高一理义）、王欣怡（高二文
商智）、张靖茹（高二文商和）、夏恩权（初三
平）

第 39 届雪州华小中小学
学生户外写生比赛
初中组：
李芝逸（初三和）、朱紫宁（初三平）、颜慧仪
（初三爱）、蔡瑾（初二和）

铜奖：吴亦航（初三仁）、莎米娜琳（初三仁）
优秀奖： 陈佳安（高一文商和）、陈姝瑧（初

高中组：

三孝）、颜全甲（初三仁）、颜忆恬（初三仁）

林恺婷（高一理孝）、彭美绮（高二文商廉）、

、邹佩雯（初三仁）

张靖茹（高二文商和）、张岱安（高一理义）

曾千芸（高三文商平）、陈永盛（高三理孝）、

40

HIN HUA MONTHLY

2018年 9月号

男女游泳学会交流营

陈欣霓（高二理忠）、郑健勇（高二理孝）报道
为了促进男女游泳学会之间的感情，以及增加游泳学会的活动色
彩，男女游泳学会于8月2日（星期四）联办了一场交流营。两个学会虽
同属一个大家庭，并同样热爱游泳，却鲜少有机会一起进行学会活动和
交流。而这次交流营的目的就是希望借此机会让两个学会之间有更多的
交流，增进会员之间的感情。
活动过程中，会员被分为10组，各组皆混合男女会员。交流营以简
单的破冰游戏与组内自我介绍拉开序幕。用膳期间，会员们除了有交流
的机会，筹委们也担任了“游泳丘比特”的角色，负责协助大家互相认
识，拉近彼此的关系。除此之外，活动也少不了团康游戏，其中包括分
组竞赛的游戏以及全体会员一起进行的大团康，例如“细胞分裂”等。
最后，筹委们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并公布游戏成绩及派发纪
念品。活动以交换礼物环节和拍大合照画下完美的句点。
此次的活动圆满结束，让两个学会的会员们关系增进了不少。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中，游泳学会的会员们可以一起努力，在各项游泳比赛中
创下佳绩，为校争光。

◆ 借由认识新朋友环节让会员拉近距离互相认识。

◆ 朱伟杰负责老师致词勉励同学。

◆ 两个学会的会员开心欢聚一堂。

2018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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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与出版组
参访世纪大学（SEGI）大众传播科系
贺字宁（高二文商礼）报道
8月16日（星期四），我校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与大
众传播学会出版组会员，在林卿卿老师与谢祉毅老师带
领下，到世纪大学（SEGI）梳邦再也分校进行参观。此
行之目的是为了让大众传播学会会员深入认识大众传播
的科系内容，了解此学系未来的出路与发展，同时让两
个学会会员之间有更多的认识与互动。
当天下午2时，会员们在仁爱广场集合，分别乘搭两
辆巴士出发。在巴士上，广播组会员与出版组会员被要
求同坐，并互相分享各自在学会所学，借以增加彼此间
的交流与互动。下午3时，到达了世纪大学，大众传播科
系的讲师们热情迎接，并带大家到教室集合。大众传播

◆ 林卿卿老师（右二）及谢祉毅老师代表学会赠送果篮
予 Dr.Wan Puspa Melati Wan Halim（左三）。

科系的负责人Dr.Wan Puspa Melati Wan Halim仔细地
讲解世纪大学的设施、奖学金申请与事项、年度活动、
科系介绍等，并带领大家参观世纪大学的录影棚，由相
关负责人员向师生介绍录影棚内的各种器材，并对其功
用、来源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参观后，我校师生与世纪
大学的代表在棚内拍了大合照。
大众传播科系的讲师与学员为我校学生准备了
一项闯关游戏。各站分别为广告Advertising、广
播Broadcasting、新闻业Journalism、公关Public
Relations 及企业人际交流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会员们被分成五人小组，大家热衷于跑站游戏并全力以
赴完成任务。最快完成目标的组别，会赢得世纪大学送
出的礼物。
活动于下午5时半结束。会员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搭乘
巴士离开世纪大学。此行，大家都收获满满，学习了很

◆ 大众传播科系的讲师与学员为我校学生准备了一项闯
关游戏。

多与大众传播相关的知识。

◆ 我校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与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会员，到世纪大学（SEGI）梳邦再也分校进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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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奖同学与师长合影。第三排左六起为朱键鸿老师、李勇陞校友、陈慧蓉老师、谢锡福副校长、苏进存校长、陈虹
君老师及白黄采欣老师。

第四届“

”相声比赛
郭朕宏（高一理孝）报道

廖于琪及廖哲凯以《普通话》得到了评委们的
青睐，赢得本场比赛的冠军。蔡菱恩同学在《相声
superstar》中，完美地转换各种角色，而赢得本场
比赛最佳逗哏。吴丽琦同学则在《比聪明》中配合逗
哏之余，也不忘调节表演的节奏及现场的气氛，并以
出众的语音获得评委的赞赏，赢得比赛的最佳捧哏。
8月29日（星期三），我校相声社与大众传播广
播组于黄景裕讲堂，联合主办第四届相声比赛，主题
为“相出兴声”。七年以来，大众传播广播组和相
声社每隔两年举办一届相声比赛，为发掘相声人才之
余，亦借此比赛推广相声文化。相声文化在我国已有
50年之久，但在年轻一代中未被全面推广，因此，透

◆ 廖于琪（右）及廖哲凯以《普通话》得到了评委
们的青睐，赢得冠军宝座。

过比赛能让更多人了解及欣赏相声之趣。24组参赛者
各自使出浑身解数，以相声四大基本功，即说、学、

此外，一些参赛者也自创新脚本，如林雨辛与林

逗、唱，呈现各自的相声表演，只为博得评委及观众

莉媛自创的《英文好好玩》，除了结合各国英语的说法

们一笑。

外，也添加了“当英文碰上马来西亚语”等的本地元

比赛当天，第一组出场的是两位初一生——洪春
燕与郑立婷，通过扮演《好学生坏学生》，一一展示
两种学生类型的行为对比。两位参赛者幽默的语气及
夸张的表演，逗得观众们捧腹大笑。其他参赛者也不

素。许凯欣及陈贾蒽所带来的《童年》，描述了马来西
亚人的童年回忆，让人在欢笑声中回味着昔年的童真生
活。参赛者因自创脚本并添加本地元素，获得评委的一
致好评。

甘示弱，用尽浑身的搞笑细胞上台表演。其中，也有

比赛评委之一的李勇陞校友为参赛者的表现进行

许多参赛者尝试改编经典的相声作品，如《说礼仪》

总评时提到，在说对口相声之前应弄清捧哏及逗哏的角

、《相声superstar》、《说一不二》、《说与唱》

色与作用，以避免角色错乱，模糊了相声表演性质。此

和《三好学生》等。参赛者在逗笑观众之余，也不忘

外，语音及语调也是相声的基本功之一，因此李勇陞校

揭露其相声作品所带出的思想价值。

友也希望参赛者在抖出笑料之余，也注意“说”方面的
基本功。

2018年 9月号

HIN HUA MONTHLY

43

相声比赛
得奖名单
冠军：《普通话》 廖于琪（初二孝）、廖哲凯（初二孝）
亚军：《英文好好玩》：林雨辛（初二勇）、林莉媛（初三廉）
季军：《比聪明》 杨玮杰（初二和）、吴丽绮（初二和）
优秀奖(排名不分先后)：
1）《相声superstar》 蔡菱恩（高一理孝）、苏荣蔚（高一文商廉）
2）《考不好的下场》 周家荟（初二孝）、李洁柔（初二孝）
3）《童年》 陈贾蒽（高二理义）、许凯欣（高二文商廉）

最佳逗哏：蔡菱恩（高一理孝）
最佳捧哏：吴丽琦（初二和）

◆每组的参赛者都以相声四大基本功，即
说、学、逗、唱，呈现各自的相声表演，
只为博得评委及观众们一笑。

做中学，团队的力量
王榕恩（初二平）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赛事筹
委，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
不会，也不太敢请教别人。身为
财摄股的我，在比赛过程中遇到
不少困难，像是相机没电或是容
量不足等。但真的很感谢我的搭
档，他帮了我很多，也协助我完成其他任务。通过这次
的相声比赛，我也从中认识到其他执委，一起办活动的
感觉真的很棒！

首次参赛，创造回忆
梁咏诗（高一理仁）

◆ 评审老师为刘久进老师（左起）、李贤丽老师及李勇
陞校友。

期待来届的精彩演出
吴奕茹（高一文商勇）
相声是一门以说、学、逗、

我会参加这次比赛，是希望

唱为基础的说话艺术，并用幽默

能够跟我的好闺蜜在中学时期，

的方式传达特定讯息给观众。在

给彼此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生活中，我们其实很少接触到相

在主席与朋友的鼓励下，更坚定

声，更别谈说相声了。我本身对

了参赛决心。第一次参加相声

相声颇有兴趣，得知有这项比赛

比赛，在比赛期间学到了很多新

时，就决定要到场观看，同时也支持朋友。参赛者们的

知识。以前，我经常参加演讲比赛，相声比赛对我来说

表现没让我失望，都很出色。感谢筹委团的用心，包括

是全新的尝试与体验。虽然我并未获奖，但不会感到失

制作宣传短片、拍摄宣传照等。希望下一次的相声比赛

望，更不会后悔，因为这是我中学学涯中，一段特别的

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演出，越办越好！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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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差异：《单眼皮》(SEPET) 电影导读会
陈慧仪（高一文商勇）、林筠晶（高一文商廉）报道
图书馆、图书馆服务团与史地学会于9月13日
（星期四）下午1时50分至下午3时50分，在黄景
裕讲堂联合举办了一场电影导读会。此电影导读

多举办电影导读会
胡斯阳（高二文商和）

会的参与者有图书馆服务团、史地学会、商学会

对于此次的电影导读会，我个人觉

以及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的会员们及负责老师。

得是一个很棒的教学模式，通过观看电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以及认识大马鼎鼎有名的女导

影让学生有所启发。在电影中我们可以

演——雅丝敏 · 阿莫，严伟扬师向在场师生推荐并

发现，马来西亚三大种族是可以相处得

简单说明她的电影作品——《单眼皮》（Sepet）。

如此和谐，而且恋爱不分种族。导演在

严伟扬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导演雅丝敏 · 阿
莫。这位大马国宝级女导演——雅丝敏 · 阿莫于
2009年7月因中风脑溢血病逝世，享年51岁。老师

故事的尾端留下伏笔，相信是要让大家
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猜想各种结局。我希望学校能常举办类似
的电影导读会，让学生获益良多。

强调，虽然她是位马来女导演，但其电影深受本
地华人观众的青睐和喜爱。她的作品以英文、广
东话、国语、福建话等多种语言呈现，展现我国
多元种族的特色，并探讨不同文化对爱情及宗教

爱不分种族、性别、国界
林立谦（高一文商廉）

宽容的冲击。其中，她的代表作包括《花开总有

看完这部电影后，其实我对电影内

时》、《木星的初恋》、《改心》等。严伟扬老

容有许多疑惑。我想，这部电影想表达

师指出，当天播放的《单眼皮》并非大家所想象

的应该是跨越种族的爱情。我认为，爱

的纯马来电影，会为大家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本是不分种族、性别、国界的，只要真

《单眼皮》是描绘一个华裔青年及马来女生
之间的恋情。此电影不仅让雅丝敏·阿莫名扬海
外，更造就了让马来人和华人在电影院观赏同一
部电影的奇迹。雅丝敏经历了两段婚姻，前夫是
印度人，现任丈夫是华人，因此她的爱情观没有
种族之分。华人都是骗子？马来人都是懒鬼？骗
子和懒鬼一见钟情又会发生什么趣事？在市场贩
卖盗版光碟的华裔青年，爱上了喜欢华语电影的
马来女生，上演了一段混杂着英文、广东话、国
语、福建话，跨越种族、文化的爱情故事。让伟
大的爱情力量，来冲破种种的界线吧！全片真实
不做作，暧昧的结局出人意料之外。

心相爱，那便是最赤诚的爱，但为什么
纯真美好的爱情总会被宗教、传统、门户等套上镣铐呢？另外，
电影也谈及马来西亚的族群界限。我们总是对各民族存在着刻板
印象，有着不知从何而来的种族优越感与自
信心，其实，这也算是歧视吧！大家都生活
在同一片土地上，为什么不能和睦共处呢？
难道一定要心怀芥蒂地一起生活吗？在21世
纪的今天，资讯日新月异，人的思想也要与
时并进，才能跟得上
时代的潮流。此外，
我们也要吸取历史的
前车之鉴，不重蹈覆
辙，维持一个文明的
社会。

◆ 严伟扬老师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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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有朋自远方来！

◆ 9 月 3 日，台湾教育大学系统马来西亚招生倡导出访团莅访我校进行交流。

◆ 9 月 13 日，台湾考选部许舒翔政
务次长一行人莅访我校进行交流，
并前往校史馆参观。

◆ 9 月 13 日，台湾考选部许舒翔政务次长（左三）在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侨务组黄克忠组长（左二）陪同下莅访我
校进行交流。左一为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右一起为许梅韵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及苏进存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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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升学说明会及教育展

清华大学 不再是梦想
洪凤蕾老师 报道

7月24日（星期二），在科技大楼5楼协作学习

清大的入学通知，而大阪大学仍未有下文。心系日本

室1，升学与国际事务处邀请了7位兴华校友回校分享

升学的他内心不断犹豫，毕竟到中国升学从未列入他人

到中国清华大学留学的前后经历，共迎来160名学生

生计划中。经过慎思，他决定到清大升学！而在此时，

出席。其中，钟其冏校友申请大学的过程更是百转千

阪大的入学通知也来了。不过，心意已决的他依然选择

折，他在分享会中向同学们娓娓道来。

了清大。最后，其冏以“即使到了最后一分钟，也不放

其冏从小热爱日本，高中毕业前就一心规划到日

弃”来总结他的分享会。

本升学。他申请了日本的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和大

接下来的时间，由6位在清大留学的兴华校友为同

阪大学，以及中国的清华大学。然而，因英语成绩无

学们介绍该校的资讯。首先，黄子鹏校友谈“到中国升

法及时放榜，而来不及申请京都大学和北海道大学。

学的好处”。中国是现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发展

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大阪大学。

路径和机会众多。不仅如此，中国的大学学费颇便宜，

另外，其冏接到清大通知他飞往北京面试的消
息，其他申请清大的同学都被通知在本地面试，为
何仅有他需只身前往北京？然而，他也毫不犹豫地出
发了。此时情况急转，他竟接到了大阪大学的面试通
知。所幸，两所大学的面试日期并无冲突，他先到清
大面试，再到日本。
其冏在日本的面试经历相较于清大，可谓“不幸
中的大幸”！在迟到的情况下，还能顺利完成面试。
他分享道，面试时同学们可多分享自己所参加过的文
化活动，这些话题能吸引面试官。不久，他便收到了

且文凭受大马政府承认。众所周知，清大是世界著名的
大学，在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排名中，
位居世界第14，在亚洲大学排名中位居第2。此外，清
大共与130所世界大学签署交流协议，并且有大批世界
一流学者到清大任教、讲学和演讲。
接着，黄子馨校友介绍说，清大设有20个学
院，57个院系。清大师资丰富，除聘请中国本地著名
教授外，还有外籍教授。能进入清大的中国学生都是
国内的精英生，因此在清大上课是和精英一起学习，亦
是自我提升的机会。清大经常举办讲座会，其讲座类型
多样化。另外，该校100多个学生社团，主要分类有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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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类、公益类、文化类、科创类、体育类和素拓

陈彩倪校友接着解说清大的一些相关费用。

类。硬体设备上，校内备有多种运动设施，其中

校内住宿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在线预定，未预定

还有射击馆和健身房。校内有9大食堂，售卖的食

成功者，须自行联系校外住宿。另外，每日在校

物种类繁多，学生可品尝不同风味的食物。

餐饮费大约5至10元，若是外卖大约25至30元，校

住宿方面，清大宿舍分为单人间、双人AB间
和双人间。单人间宿舍含有独立卫生间，双人AB

外餐饮费则约25元以上。至于交通费，地铁费用
大约5至10元，公交费则约2至9元。

间是两人共用独立卫生间和小型厨房，双人间则

清大的申请条件不难，具有与中国普通高中

是公共卫生间、公共浴室和公共厨房。房间外设

毕业同等学历的外国公民都可申请。一般上，外

有自习室、洗衣机和晒衣间等设施。来自各国的

国学生需考HSK汉语水平。然而独中母语为汉语，

宿舍生们都会趁着周末或节日一起烹饪，进行美

因此可免除提供HSK成绩。至于英语水平的要求，

食文化的交流。

母语为非英语者需提供 TOEFL或IELTS或其他英语

另外，留学生可加入清华大学马来西亚联
谊会（MSATHU），此联谊会提供留学生们生活和
学业上的援助。此外，还有北京马来西亚学生会
（AMSIB）和北京兴华校友会。这些学生会和校友
会经常举办聚餐、秋游和文化节等活动。

水平成绩证明。清大的入学申请需通过国际学生
（本科）申请系统进行。学生注册并登录后按要
求真实、完整地填写清大本科国际学生项目申请
表，并按照系统要求上传相关证明附件。其申请
费为人民币600元。

奖学金方面，学生能申请的奖学金有四项：

清大还设有勤工助学，让学生们在课余时间为学校服务，以赚取额外的生活费。其服务包括人文社科
图书馆助理、科技服务、超市导购和校医院助理等。

网站：https://www.tsinghua.edu.cn/

◆ 北京清华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
区清华园。始建于 1911 年，因
北京西北郊清华园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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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
洪凤蕾老师 报道

香港理工大学国际办事

们的求职技巧。该处所经常举办招

处的Katie小姐和林爽敖校友

聘会和职业相关活动，为兼职、实

于7月25日（星期三）前来我

习生和毕业生们创造求职的工作平

校为同学们介绍该大学。

台，让学生们能够顺利找到理想的
工作。

Katie介绍说，理大是
由香港政府资助的8所大学

此外，学校也提供不少的计

中的其中之一。根据2018年

划让学生们有机会到国外体验生

QS世界大学排名，理大位居

活，例如：学术交流计划、暑期班

全球第95，在世界年轻大学

和夏季海外研究计划。这些计划不

的排名则位居第6。其教学媒

仅提供了机会，校方亦提供了津贴

介语为英语，因此全球共有

补助。

来自49个国家的国际生选择到该校留学，当中人数最
多的国家是印尼、马来西亚、台湾、哈萨克斯坦及韩
国。目前在该所大学升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人数共有
43位。
理大共有8个学院，当中包括了应用科学及纺织
学院、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工商管理
学院、医疗及社会科学学院、工程学院、设计学院和
建设及环境学院。

在住宿方面，留学生可拥有最初2年的宿舍保证，
惟到了第3和第4年，学生需自己到校外寻找住宿。理大
也备有自己的诊所，每次诊费为2美元。此外，在香港
的留学生到公立医院看诊的医疗费，可享有与香港公民
一样的优待。
Katie说道，有兴趣到香港理工大学升学的同学，
只需符合统考6科B6或以上，UEC英语B4或IELTS获得
6分即符合入学条件。兴华校友林爽敖目前是理大的

Katie强调，实习课是理大所有科系的必修课，

环境与持续发展学系的大四学生。他分享了大学的生

学生们可选择在香港或海外公司或研究实验室实习。

活照片，并鼓励同学们考虑到香港理工大学升学。最

通过实习，学生们可以把课堂上学到的理论运用于实

后，Katie也借此机会宣传8月12日在吉隆坡举办的家

际工作上，从而提升对理论的理解和领悟。同时也提

长会，欢迎学生偕同家长一起出席。

高了毕业生的就业率，95.4%的毕业生皆能于毕业后
的6个月内找到工作。针对求职，理大设有就业服务
处，旨在帮助学生们确定自己的职业兴趣，并提升他

网站：https://www.polyu.edu.hk/web/tc/home/

◆ 香港理工大学，简称理
大，是一所坐落于香港
九龙红磡湾的公立应用
研究型大学。该校前身
可 追 溯 至 1937 年， 并
于 1994 年 正 名 为 香 港
理工大学，是八间大学
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
法定公立大学之一。

2018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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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你有约
洪凤蕾老师 报道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7月26日（星期四），在科

考虑到留学生离乡背井到陌生的环境上课，北外

技大楼5楼协作学习室1，举办了一场中国北京外国语

也提供留学生们“语伴”。学生与语伴可以互相照顾，

大学国际商学院升学说明会。

互相学习彼此语言和文化。此外，该校也有许多学生会

主讲人林敏，是该校留学生市场与招生部副主
任。她介绍说，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大
学，开设外语语种数量超过100种。而该校的国际商学
院成立于2001年，是该校教学规模最大的院系之一。
北外国际商学院的教授来自世界各地。提供两种
授课媒介语。选择以中文为授课语的，可以和中国顶
尖学生一起上课；选择以英文为授课语的，则可和各
国学生交流。该校设有将近400多所院校交换计划，
让学生可以有机会到国外学习一个星期。而且这项计
划无需付费，学生仅需负责自己的生活费。
北外备有一项企业学习周的活动，学生将被
分配到不同小组，由老师带领学生去感受中国企业
文化。林敏也为同学们分享了该活动曾带学生到百
度、Google以及腾讯的活动照片。
此外，为了让同学们能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家庭
生活，北外设了homestay和extended

family让学生

参加。Homestay的形式是学生将被分配到中国家庭里
去居住，去体验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而当地家庭要
求的回报仅希望学生们能帮忙孩子温习功课，教孩子
们英文和数学。如果不喜欢homestay的学生，还可选
择extended

family，学生仅在周末或假期时和当地

人民一起办活动或游玩。

网站：http://www.bfsu.edu.cn/

◆ 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简 称 北 外，
是一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直属的语言类高等院校，创建于
1941 年，是国家「211 工程」、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
高校，其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军
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基础上创
办的延安外国语学校。

和社团等，学生会和社团经常都会举办多样化的活动让
同学们参加。
说明会来到尾声，学生提问如果主修国际商学院
课程，也能选修外国语吗？林敏解答说，学生可以把有
兴趣的外国语列为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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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立交通大学 人才辈出
洪凤蕾老师 报道

◆ 罗志伟教授（前排右四）及张斐菁
小姐（右一）为师生介绍该校的软
硬体设施。

7月27日（星期五），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在

罗教授也介绍说，交大的校园位置与新竹科学工

科技大楼5楼协作学习室1举办了一场台湾国立交通大

业园区比邻，因此与高科技公司为邻的优势亦为交大实

学升学说明会。交大代表有国际事务处副国际长罗志

习生们带来许多实习和就业机会。学校每年都举办校内

伟教授、国际事务处行政专员张斐菁小姐、资讯工程

招聘会，并有190多间公司前来校内招募。

学系学生杨光杰和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学生杨维达。

接着由张斐菁小姐介绍学校住宿、学费及奖学金

罗志伟教授也是交大电子物理系教授。开场时，

的相关事项。交大所提供的校内宿舍是4人床位，每

他便为学生们简单地解说镭射的原理。罗教授说，同

学期的住宿费大约马币1000至1600之间。若是校外住

学们或许有所不知，台湾第一个创造出镭射技术的即

宿，则大约马币800至1600之间。学费方面，学士学位

是交通大学。他也介绍了镭射的功能，镭射除了是学

的一年学费大约马币1万3千至1万5千之间。奖学金方

术研究，还可运用在医学如眼疾和美容、军事上的测

面，包含马来西亚精英入学奖学金专案、马来西亚申请

距、光通讯、光储存、工业制程的切割和雕刻，以及

入学奖学金专案和马来西亚董教总师资培育奖学金专案

消费性电子产品中。

供申请。获得马来西亚精英入学奖学金的学生，可获得

根据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交大位居全球第
207，在亚洲排名则位居第36。交大目前拥有1万4千
左右的学生。该校共有5所校区，分别是台北校区、

4年免学杂费。获得马来西亚申请入学奖学金的学生，
可获得第一学期免学杂费。获得马来西亚董教总师资培
育奖学金的学生，可获得免学杂费及教育学分费。

光复校区、博爱校区、竹北校区和台南校区。另外，

张小姐也指出，2019年秋季班第一梯次的申请将

该校亦有11所学院，即：电机学院、工学院、国际半

在2018年10月20日至12月15日开放。第二梯次的申请

导体产业学院、资讯学院、理学院、生物科技学院、

则在2019年1月10日至3月10日开放。她也呼吁同学们

光电学院、管理学院、人文社会学院、科技法律学院

时时关注该校的官方网页，以获得最新消息。

和客家文化学院。罗教授补充道，许多在企业界具足
影响力的人物皆毕业于交大，当中包括了Acer的创办
人施振荣博士、ASUS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崇棠
和来自于马来西亚并创造了Pendrive技术的潘建成等。

说明会接近尾声，该所大学的杨光杰同学和杨维
达同学分享了他们在交大的生活，并鼓励同学们到台湾
升学。他们表示，到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升学的好处颇
多，一来学费便宜且是著名的大学，二来有机会到国外
见识。

网站：http://www.nctu.edu.tw/

◆ 台湾交通大学，简称交大，位于中国台湾
省新竹市，是台湾顶尖研究型重点大学之
一，与台湾清华大学及新竹科学工业园区
相邻，与中国大陆四所交大共同联合成立
“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台湾交通大学为
中等规模之研究性大学，以理工著称，在
电子、资通讯及光电领域居于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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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加拿大及澳洲升学教育展
洪凤蕾老师 报道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8月30日（星
期四）及9月6日（星期四），下午2时
至4时，于我校科技大楼5楼协作学习室
1和2，分别举办了英国及加大拿升学教
育展和澳洲升学教育展。这一次的升学
教育展主要让同学们有机会了解各大学
的系所特色、入学标准、申请途径、奖
学金及留学生活等讯息。
此次的升学教育展共迎来了24所
海外大学参展，有来自英国的11所大

参展大学名单
英国大专院校：University of Sussex,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Leeds,

University of West of England,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University of Surrey,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Middlesex University
加大拿大专院校：
University of Guelph, University of Alberta

学，加拿大的2所大学，以及澳洲的11

澳洲大学专院校：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所大学。参展大学当中不乏世界知名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当天同学们积极向各大学代表询
问相关升学讯息，包括课程、费用、奖
学金和国外生活等问题，各大学代表都
以专业的态度和耐心给予回答。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The University
of

New

Deakin

South

Wales,

University,

Curtin

Queenslan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UT), University of Tasmania
(UTAS), University Technology of Sydney (UTS),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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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Who Killed The Justin Baa-Baa?
黄振德（高一理信）报道

9月5日（星期三），我校教务处、升学与国
际事务处荣幸邀请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科学系的洪詹铠（Dr.
Gurion

Ang）教授前来为我校学生进行一项有趣的

实验活动 —— “Who Killed The Justin BaaBaa?”。此活动开放给高一及高二理科生自由报
名。参与这项活动的同学通过有趣的实验来分析，
到底谁是杀了Justin Baa-Baa的凶手？
活动于下午1时半在科技大楼综合实验室进行。
首先，由许梅韵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致词，接着由洪
詹铠（Dr. Gurion Ang）教授自我介绍及为当天的实
验进行讲解。实验中，洪教授用心地指导同学。同
学们积极投入，期待以最快的速度破解“谜底”。
最后，洪教授也向同学简单介绍昆士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昆士兰大学
是澳大利亚领先的研究和教学机构之一，教育工作
者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卓越的学习经历和成果，通过
创造、保存、转让和应用知识追求卓越，在澳大利
亚大学赢得了多项教学奖项。

全新的尝试
陈胜业（高一理仁）
参与这个有趣的实验让我大开眼界。平常做实
验，不会研究蛆、粪便或花粉，其中也有许多没见识过
的仪器和药品。在这场活动中，我学会了如何通过生理
结构、成分、形状进行分析，找出凶手。这是一个全新
的尝试，正如讲师说的，人唯有适应新的科技与环境，
才不会被社会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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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地球

之外

推荐书籍

11 月

图书展示 1.11.2018 - 30.11.2018

您有仔细看过
地球以外的世
界吗？星星、
满天星斗，究
月亮、太阳、
竟是从何而来
流星、黑洞还
？
在
遥
有许多不知名
远
宇
宙一角，是否
心用脚踢到柜
的
存在着跟你我
角的外星人？
一样，在回家
如果您也好奇
时
宇宙百态，就
会不小
一同来探索“
专业的科学团
地球之外”吧
队为您解说太
！
空百科、物理
力的宇宙科幻
学家为您剖析
故事， 关于宇
的宇宙原，还
宙的种种奥秘
有充满人类想
， 尽都在“地
象
球之外”，尽
都在主题书展
内！

《时间简史》| 史蒂芬·霍金
本书诘问世间有初始吗?它又将在何处终结呢?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作者遨游到外
层太空等奇异领域，对遥远星系、黑洞、夸克、大统一理论、“带味”粒子和“自旋”粒子、
反物质、“时间箭头”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宇宙必修课：给大忙人的天文物理学入门攻略》| 泰森
全世界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像泰森一样，能把宇宙天文讲得扣人心弦又引人入胜，你可能没
有时间看长篇大论，泰森的这堂必修课轻薄短小，携带方便，你在乘车时翻一下，喝咖啡的时
候读一点，每天花上两三分钟，就能快速吸收够用的天文知识，不再被暗物质、暗能量弄得昏
天暗地，不再遭大霹雳、重力波震得头昏眼花。

《夜空不可思议：月球与星空》| 大薮健一
你喜欢抬头仰望夜空吗？夜空中最明亮的是月亮，旁边还有许多闪亮的星星，你知道这些
星星是怎么运行、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吗？常常听到有人说“水星逆行”是什么意思呢？
古代人看到满天的星星，运用想象力，将它们串连起来，加入希腊神话的故事，成为现
在全天的88个星座。本书中将介绍春、夏、秋、冬每个季节中最重要的星座，如何找到它们以
及它们的故事。此外，还介绍星星的运行轨迹、太阳系的8大行星、不可思议的行星轨迹、银
河、流星群的观测、星星的大小、距离和颜色等等，是一本充满可爱图画的知识绘本，也是夜
晚观星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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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新谈天》| 孙维新
他是很多人“认识星空”的启蒙老师。他曾经在广播中，无远弗届的为听众介绍浩瀚的天
文知识；他也在屏东海生馆顶楼建立垦丁天文台，每年办理多梯次观测研习营，为大学生与高
中生打开天文视野；他更曾开办系列科普演讲，邀请各界专家演讲介绍各领域科学发展。
如果你参加过上述活动，那么这本《孙维新谈天》必能让你重温美好时光，再次跟随孙老
师上知天文，并深入了解科学内涵。如果你是天文门外汉，那么《孙维新谈天》更是你最佳的
入门砖，它将开启你的天文视界与遐想，你会发现天文学原来不只有十二星座与流星雨……

《银河系大定位》| Timothy Ferris
《银河系大定位》讲述的就是人类如何以科学方法获得目前所知宇宙空间和时间的全貌；
反映的正是人类对宇宙认知的演变。这段时间横跨近三千年，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延伸到二十世
纪的八0年代。从柏拉图、欧多克索斯、亚里士多德、扥勒密、哥白尼、伽利略、克卜勒、第
谷、牛顿到爱因斯坦、哈伯、霍金、温伯格、葛尔曼、海森堡、杨振宁、谷史，直至弦论的提
出，探讨的宇宙规模一方面愈来愈大，从肉眼可及的地球、太阳、无数个太阳(恒星)、银河
系、无数个银河系(星系)和超星系；一方面也愈来愈小，深入到物质极深处的次原子单位；探
索的时间也超越万物存在的历史，回溯至宇宙诞生的那一剎那，尔后才有了星球，也才有了生
命，以及后至的人类，如果说这是一本人类的寻根之作，藉此找出我们在宇宙中的定位，也不
为过。

《来自太空的挑战》| 弗瑞德·希伦
浩渺无限的宇宙从哪里来？时间与空间因何得以发端和延伸？茫茫广宇及其包容的万物万类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太空中数不尽的星体星系循何种规则、靠何动力运行与
演化？
概率极低的有机生命为什么降临和衍生在我们这个蔚蓝色的行星上？DNA这种高度精确的
显微级生命基因密码有没有设计者？地球生命在太阳系、在更加遥远的宇宙空间竟能何处觅知
音……自然之谜太多，太多！破解了这个，又冒出那个。人类用实证科学手段锲而不舍地“上下
而求索”，一步步深入未知领域，一层层揭开天机奥秘。
本书以科普作家通俗的表述方式和睿智的语言风格，对二十世纪以至更早时候探索宇宙生命
本源的科学成果、论点和质疑作了相当全面的归纳、分析和评价。

《打败NASA上太空》| 麦克·马西米诺
你有没有想过，要是发现自己被绑在一枚即
将从0加速到每小时17,500英里的巨大火箭上，会
是什么样的情形？或是从外层空间回头看地球，看
到日与夜之间泾渭分明到令人吃惊的分界线？或是
站在哈伯太空望远镜前方，想着你即将进行的紧急
修复工作，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毁了人类解开宇宙奥
秘的机会？麦克．马西米诺曾经身历这些现场，而
在本书中，他把你塞进太空装内，体验微重力人生
的喜悦。

《追星—— 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 卞毓麟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之一，囊括新中国成立以来，著名科学、科幻作家卞毓麟
的经典获奖作品，展现科学之真、善、美，传播知识、激发兴趣、启迪智慧！分不速之客天外
来；传承古人的智慧；注视宇宙的巨眼；远离太阳的地方；未来家园的憧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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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2018
●

●

●

●

●

●
●
●
●
●

2019年借贷课本
开始申请

归还2018年借贷
课本

SPM考试

SPM考试

●

屠妖节公共假期

高三练唱毕业歌
全校大扫除
● SPM考试

高二SPM考生
返校日

SPM考试
高中毕业典礼
●高三毕业茶会

●

●

●

●

●

●

●

●

SPM考试
穆罕默德诞辰

●

SPM考试

●

SPM考试 13-17/11、19-24/11、26/10-5/12、
师生校友美展 16-17/11
家长到校领取成绩报告表 16-17/11
各班学生办理新学年学籍注册 16-17/11
IELTS备考课程 26/11-4/12

备注：

●

●

SPM考试
教育研讨会

●

SPM考试

●

学会执委改选
(2019年度)

高二SPM考生
返校日

SPM考试
初三毕业典礼暨
休业式

●

SPM考试
教育研讨会

●

SPM考试

●

初三级两性教育
讲座：谈情说爱
【陈汉维硕士】
●

●
●

屠妖节特备活动
行政会议

SPM考试
师生校友美展
● 家长到校领取
成绩报告表
● 各班学生办理新
学年学籍注册

剑桥英语考试
(CAE)
● 初一级天文学习营
● 永久荣誉董事长
丹斯里拿督斯里
杨忠礼博士逝世
1周年纪念音乐会
●

社会服务：巴生
河清洁运动(二）
● 宿舍温馨之夜
● 第8届《教享悦》
教育研究成果发
表会
●

SPM考试
剑桥英语考试
(Preliminary)
● 剑桥英语考试
(FCE)
● 谢师宴

●

●

●

●

●

SPM考试

●

SPM考试

●

SPM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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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中学家教协会主办

11 月
16日

救人英雄
好血有你

BE SOMEONE'S HERO, BE A BLOOD DONOR！
我们需要你！
15分钟，一袋血，救三命！
日期：16-11-2018
时间：9:00AM~3:30PM
地点：兴华中学仁爱广场

欲知详情，请联络：李荣兴师（017-9461961）
谢广婷师（014-9445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