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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 2019 学年迎来 650 名初一新生。

2019 年始业式
郑敏甜（初三礼）报道
1月3日（星期四），我校全体师生及董家

他提到，我校于2018年度统考中取得优越的成绩，各科特

教、校友会三机构理事齐聚朝阳堂、黄景裕讲堂

出成绩的学生多达37个人次，为兴华中学历年来最多，亦是全国

及陈开蓉大讲堂三地同步进行一年一度的始业

特出考生最多的学校，再次缔造了属于全体兴华人的历史。老师

式，为新学年拉开序幕。在这朝气蓬勃且充满希

们的悉心指导和同学们的努力，值得赞赏。

望的开学季，我校迎来650名初一新生，开12班；
全校学生人数共3544人，开70班，比去年增加近
100人，创历来新高。
上午8时，始业式以学生们高昂洪亮的歌声掀
开序幕。接着由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先生及苏进存
校长致词，给予师生新学年的期望及鼓励。
李董事长致词时表示，我校董事会于去年年
终假期完成了翻新改善宿舍、重整礼堂及讲堂冷
气系统、翻新国字型大楼厕所、全面精明化课室

贯彻“八大核心素养”
苏校长表示，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服务，是教
育最基本且神圣的两项任务，这是学校之所以必须存在与发展的
原因。力求教育的“优质、卓越、精致、创新”发展，更是我校
承先启后的教育使命与任务。
“在维护母语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特殊任务当儿，按新
时代精神，创造积极正向的校园文化，栽培有全方位自主发展素
质的学生，更是我们共同的方向。”

等任务，以期提供师生更好的工作与学习环境。

因此，校方将通过校园各项教育课程及活动，注入八大素

同时，我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

养元素，即学习与创新素养、数位与基础科技素养、工作与生活

陈开蓉董事也全额赞助篮球场及兴华园的翻新工

能力素养、阅读素养、公民与社会素养、品格素养、人文与艺术

程、科技大楼会议厅音响系统更新、乐团谱架添

素养及健康素养。他说，全体同学在兴华六年的学习与生活中，

置、管乐团及华乐团添购新乐器等，对教育设施

应建构并深植这八大核心素养。

的需求，周全照顾。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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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 三机构领导与新任教师合影。前排左三起为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苏进存校长、拿督李平福董事长、署理董事长卢
金峰、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

22 位新老师加入兴华大家庭
始业式上，许梅韵副校长也向与会者介绍22位新任教师，
包括：陈妙智老师、刘力绮老师、苏丽珊老师、郑智财老师、陈
思凡老师、陈胜耀老师、许财嘉老师、欧阳彬老师、尤顺忠老

广婷老师接任主任，朱键鸿老师及许长青老师升
任教务处副主任，李庆福老师及黄轩辉老师出任
资讯科技中心正副主任，林卿卿老师接任资讯出
版组组长，陈淑勤老师出任化学科科组长。

师、李斯缘老师、罗国骏老师、陈珉翠老师、陈彦佑老师、姚晓

简单却不失庄重的始业式为新学年掀开了序

妮老师、黄淑雯老师、沈专亲老师、张芷羚老师、林欣霓老师、

幕。新的学年，新的开始，愿每一位同学都能脚

黄诗晨老师、卜志健老师、彭伟雄老师及巫美萱老师。

踏实地，充实自己。俗话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

另外，为了配合学校教育发展的需要，学校人事组织也有
新编制，训导主任李荣兴老师兼任副校长一职，辅导处召集人谢

◆ 简单却不失庄重的始业式为新学年掀开了序幕。

的人，希望大家时时刻刻做好准备，把握机会，
为新的一年创造更多精彩！

2019年 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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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始业式

缔造属于兴华人的历史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致词

署 理 董 事 长 卢金 峰 先 生 、 校 友 会 主 席 余 安 副董事
长、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苏进存校长、三机构理事、
全体老师、同学们，大家早安。
新学年新气象，今早我们迎来2019年新学年始业
式。看着在座的同学们，大家满面欣喜，绽放欢乐与自
信。首先，我们热烈欢迎刚进入兴华中学学习的初中一
同学，你们在入学试中脱颖而出，来到了兴华中学，开
始中学生涯，希望你们快速适应环境，严谨务实学习，
认真投入各项学习活动，建构全方位的能力，以面向未
来的挑战。

各位，在过去的一年里，在正副校长及全体老师齐

在 刚 过 去 的 年终 假 期 ， 本 校 董 事 会 完 成 了 翻新改

心协力辛勤工作下，我们在教育质量及学校建设都取得

善宿舍、礼堂及讲堂冷气、国字型大楼厕所、课室全面

可喜可贺的成绩。2018年12月19日的统考成绩的公布，

精 明 化 等 任 务 ， 希 望 提 供 予 师 生 更 好 的 学 习 与 工 作环

我校各科的表现都取得非常亮丽的成绩，考获多科A1及

境。同时，更让我们振奋的是本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

A2成绩的优秀生再攀新高，更可喜的是，2018年统考

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延续本校永久荣誉董事长丹斯

各科成绩优越，被评为各科特出成绩的学生多达37个人

理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的精神，与家人全额赞助篮球场

次，为兴华中学历年来最多，也是全国特出考生最多的

及接下来的兴华园翻新工程、科技大楼会议厅音响系统

学校，再次缔造了属于我们全体兴华人的历史。这不仅

更新、添置乐团谱架、赞助管乐团及华乐团添购新乐器

是同学们的努力，更要感谢老师们的用心指导。

等，赞助数额高达数百万令吉。大家也许不知道为了永
续维护兴华园，潘斯里再成立第七个慈善基金，即是丹
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兴华中学兴华园维护慈善
基金，加上去年初宣布的六个慈善基金，总额数为3千零
65万令吉，每年产生的利息，惠及我兴华各方面，目的

老师们，同学们，过去的成绩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动
力，新的学年，新的开始，希望大家持续不断地拓展和
超越，全体兴华人本着共同理念、热情投入各项学习与
工作，为目标奋斗，在新的一年取得全面性的成就。

就是希望全体师生有更好的学习与工作环境。我们再次

最后，祝福在场的每一位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感谢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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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始业式

机会总是眷顾坚持不懈的人
苏进存校长致词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先生、校友
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三机构理
事、老师们，以及在现场、大讲堂及讲堂的同学们，大
家好！
首先，谨代表全体师生感谢三机构代表，每年这时
候，与全体师生齐聚一堂举行开学典礼，一起分享对新
年的祝愿及喜悦。过去一年，学校在董事长的领导下，
三机构对学校教育理想的支持与尊重，对师生的关爱与
照顾，是学校教育得以持续稳健发展的关键力量。诚如
董事长刚才所言，董事会领导下的三机构全力支持及改
善学校软硬体的建设，让兴华教育不断精进前进，我们
更感恩本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
事对学校无微不至的关照，三机构理事及潘斯里对学校
的教育如此的给力，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感谢他们如此无
私大爱的奉献。
新的一年，让我向大家简报今年各级学生概况：

我校深信，力求教育的“优质、卓越、精致、创
新”发展，是我们的教育使命与任务。在维护母 语教
育、传承中华文化的特殊任务当儿，按新时代精神，创
造积极正向的校园文化，栽培有全方位自主发展素质的
学生，更是我们共同的方向。

我校初一年级学生650人，初二级618人，初三级600

因此，我们的行动策略是贯彻兴华中学教育八大核

人，初中部开36班，共1868人，高中部则开34班，其中

心素养。全体同学在兴华六年学习与生活中应建构并深

有高一级600人，高二级577人，高三级499人，共1676

入学习与创新素养、数位与基础科技素养、工作与生活

人。全校共3544人，开70班，人数创历来新高，首次突

能力素养、阅读素养、公民与社会素养、品格素养、人

破3500人，比去年增加近100人。

文与艺术素养及健康素养。我们将通过校园各项教育课

各位，环顾当前，全球发展速度之快，充满惊艳与
未知的挑战，面对如此巨大的冲击，不少专家学者将世
界与未来的希望付托于教育事业。

程及活动，注入八大素养元素。
各位同学，面对如此巨大的历史洪流，我们必须做
好准备，因为机会向来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你具备了

因此，为孩子健康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服务”，是

成功的条件之后，造就成功的机会就会找上你。相信刘

教育最基本且神圣的两项任务，这是学校之所以必须存

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么，大家

在与发展的原因。

在羡慕诸葛亮有幸遇到刘备这位伯乐，继而头戴光环的

2019年 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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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历史长河中的时候，是否也受到一些启发呢？刘

各位，教育必须志存高远，然而又必须脚踏实地，

备一生当中遇到的能人异士并非只有诸葛亮一个，可为

务实有序，一步一脚印，并且以“不断发展与改进”作

何却独独对他另眼相看，情愿三顾茅庐，也要将他收为

为谋取成功的行动指南。

己用，难道是单凭坊间对诸葛亮的些许传言吗？当然不
是。诸葛亮在遇见刘备前的数十载，难道都只顾着望天
打卦自怨自艾，不思进取吗？当然也不是。若非诸葛亮
早已胸有成竹，心中一早已经有了深远的意象，亦不会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常说，到学校最高兴的是看到同
学及老师满脸笑容，有礼的招呼，校园充满欢乐及人文
气息。

引致刘备的倾力招揽。若非刘备肯定诸葛亮有能力助其

各位，这种种画面的呈现，让我们永远记得，本校

夺天下，也不会对他委以重任，造就他成为三国时代响

永久荣誉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生前告诉我

当当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由此可见，我们在机遇还未降

们的一句话，“春风化雨，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

临之前，便应该先做足准备，别等属于你的机会找上门

，期勉大家众志成城，再创兴华高峰。

时，你却没有开门的能力。

在新的一年，为了配合学校教育发展的需要，行

各位同学，机会总是眷顾着坚持不懈的人，我希望

政组织有以下调整：训导主任李荣兴老师兼任副校长一

你们全心投入学习，主动积极，做不断前行的人。我希

职，辅导处召集人谢广婷老师接任主任，朱键鸿老师及

望你们保持积极心态，以终为始，做时刻准备着的人。

许长青老师升任教务处副主任，李庆福老师及黄轩辉老

我希望你们坚持务实力行，要事第一，做自己生命的高

师出任资讯科技中心正副主任，林卿卿老师接任资讯出

效的领导者。

版组组长，谨此宣布。
最后，祝福在场的每一位兴华人在新的一年，身心
灵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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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学年班导师名表

2019年 1月号

陈
妙
智
老
师

刘
力
绮
老
师

苏
丽
珊
老
师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学历：

学历：

学历：

中文教师

中文教师、训导处助理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国文教师

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新山南方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郑
智
财
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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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文系】

欢迎新老师加入
兴华教育工作团队！

执教科目/职务：
国文教师
学历：

University of Malaya
【B.in Mass Communications】

陈
思
凡
老
师

陈
胜
耀
老
师

许
财
嘉
老
师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学历：

学历：

学历：

历史教師

台湾中兴大学
【历史系硕士】

社科教师、资讯出版组组员
台湾铭传大学
【新闻系】

地理教师

台湾私立逢甲大学
【中国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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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阳
彬
老
师

尤
顺
忠
老
师

李
斯
缘
老
师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学历：

学历：

学历：

物理教师

数学教师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

数学教师、课外活动处助理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

【电子物理系硕士】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

【数学系】

罗
国
骏
老
师

【机械工程系】

陈
珉
翠
老
师

陈
彦
佑
老
师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学历：

学历：

学历：

数学教师

科学教师

巴生兴华中学高中毕业

科学教师

University Pendidikan Sultan

台湾中央大学

Idris【B. in Education (Science)】

姚
晓
妮
老
师

【物理系硕士】

黄
淑
雯
老
师

沈
专
亲
老
师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学历：

学历：

学历：

科学教師

University of Multimedia
【B.of Science in Bioinformatics】

簿记教师

金宝拉曼大学
【B.in Marketing】

兼职商美与美术教师
新纪元学院大学
【美术系】

2019年 1月号

张
芷
羚
老
师

林
欣
霓
老
师

黄
诗
晨
老
师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学历：

学历：

学历：

体育教师

课外活动处助理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UPM)

训导处助理

拉曼大学

台湾屏东大学

【心理学系】

【B.in Physical Education】

卜
志
健
老
师

【心辅系】

彭
伟
雄
老
师

巫
美
萱
老
师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执教科目/职务：

学历：

学历：

学历：

辅导处助理

拉曼大学社会科学
【心理学系】

辅导处助理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
【教育心理与咨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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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与国际事务处助理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辅导与咨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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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新生始业辅导讲座：
“如何做个快乐的中学生”
林倖伃、吴嘉胜、刘凯铷供稿

H
A
P
P
Y

升上中学，学习模式

筹委团。她表示，刚踏入中学时的

大不同，课外活动也更加

她其实非常内向，通过一次次的磨

丰富多彩，学生必须学会

练与经验的累积，今天才敢站上舞

自律，并懂得分配时间，

台进行分享。勇敢与自信，是课外

达致学业与活动的平衡。

活动带给她最大的收获。另外，她

新学年伊始，我校辅导处

也提到升上中学后，同学们的思想

于1月4日（星期四）在大

必须变得更成熟，也要学习与人相

讲堂为初一新生举行“如

处之道，学会包容、忍让。她鼓励

何做个快乐的中学生”激

同学们多参与课外活动与服务，勇

励讲座，主讲人为我校去

敢去尝试不曾挑战过的事情，提升

年的高三毕业生——林倖

自己。倖伃学姐说，只有选择自己感

伃、刘凯铷及吴嘉胜。

兴趣的东西，才有

讲座开始前，倖伃学

◆ 林倖伃校友

动力继续走下去。

姐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

学长姐分享

对中学生活有什么期待？”

完毕，为同学们进

，并请同学们举手作 答 。

行总结。凯铷学姐

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同学

提出“快乐3+1”

们主动积极, 自愿作答的

的学习模式，即乐

同学也获得一份小礼物，

观的心理、敢于尝

以资鼓励。整场讲座主要

试的态度及认真与

以学业与课外活动两方面

负责的个性，并勉

为主题。

励同学们要活出自
信。中学的快乐源

首先，嘉胜学长与大家分享其学习

自多姿多彩的校园

方式，其中包括善用时间表、自主学习和

群体生活，只要懂

多元学习。他表示，若妥善规划自己的时
间，每个人都可以过得从容且精彩。与
其待事情累积成山，不如每天完成一小部

得分配时间，做到
◆ 吴嘉胜校友

要事第一，就能把
学业和课外活动兼

分，学习也能变得轻松。凯铷学姐补充，

顾好。

生命指南针、子弹笔记、手机或电脑的时
间管理程式等都是能协助大家有效管理时

最后，学长姐

间的好帮手。另外，自主与多元学习也是

以“Learn to play，

中学学习过程中很重要的学习方式。嘉胜

Play to learn”，

学长说，“Practice makes perfect”，

与在座全体初一生

初中课程范围广，同学们应勤做练习，以

共勉。

掌握知识点，学习之余也应探索自我，为
升上高中做好准备。
课外活动方面，倖伃学姐与大家分享
她的转变。高中毕业前，她曾是我校学长
团的一份子，并积极投入各项服务活动与

◆ 刘凯铷校友

S
T
U
D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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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科学工作坊

袁叶凯 ( 高一理信 )、苏晋伟（高一理仁）、
萧悉尤（高一理忠）、曾翊瑄（高一理仁）报道
科学家正利用牠的自身修复能力来进行各项研究，其中
一项研究则是替人类修复心脏细胞。

(2)"Jurassic World Decoded: Can we
De-extinct the dinosaurs?"
洪博士开场首先抛出三个问题让同学们进行思考：
1.What can we do to de-extinct the dinosaurs？
2.If we could de-extinct the dinosaurs, can the
earth support dinosaurs?
◆ 洪詹铠博士

3.If the earth could support living dinosaurs,
should we de-extinct the dinosaurs?

1月17日（星期三）及18日（星期四），我校教务

他给予同学们充分的思考空间，让同学们能够提出

处、升学与国际事务处邀请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The

自己的意见，从互动中学习。另外，他幽默风趣的教学

University

方式，打破课堂上的沉闷气氛，同学们获益良多。

Of

Queensland）动物系的洪詹铠博士（Dr.

Gurion Ang），为我校高一理科生进行两场科学工作坊。

（1）"Pokemon: Are they biologically
possible?"
配 合 此 主 题 ，洪 博 士 举 出 三 个 “ 神 奇 宝 贝 ”中的
例子：巴大蝶（Butterfree）、大针蜂（Beedrill）和

最后，洪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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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波（Wooper），向同学们分享许多有趣的生物知识，
并以他专业的角度分析此课题。其中，他向同学们讲解
具 有 修 复 能 力 的 墨 西 哥 钝 口 螈 （ 别 名 ： 六 角 恐 龙 ，学
名：Axolotl，又名：Mexican Walking Fish），并提出

动手做乐趣更大
华子晴（高一理仁）
参与了这个工作坊，
让我意识到必须综合学习各
门科学，才能更好地在科学
研究领域上获得成功。其中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第一
场工作坊中提到的“六角恐
龙”，它具有自身修复的能力，非常神奇。若校方再次
举办科学工作坊，我希望可以有更多动手做的机会，感
受体验的乐趣。

◆ 洪博士与同学们互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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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狮组奖由第三队获得，裁判团站者右起为冯光铨、梁圆德、钟秋生、李荣兴副校长、萧斐弘师傅及翁景顺教练。

兴华中学醒狮观摩赛
谢锡福副校长 报道
我校醒狮策划小组于1月12日（星期六）在朝阳堂
举办醒狮观摩赛，以发扬舞狮这华人民间的传统表演艺
术，并通过互相观摩，提升狮艺。
兴华中小学校友会主席余安表示，我校通过新春
醒狮釆青的方式，为学校筹措发展经费己进入第34个年
头，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醒狮釆青贺
新春的宗旨除了传承中华狮艺，为华族农历新年营造节
日的喜庆气氛外，也希望能让学生习得“忠正毅勇智诚
礼”的狮艺八德，并培养爱校、爱民族文化的精神。他
也勉励队员把练狮所鍜练出来的坚毅不拔的精神用在课
业，做一个允文允武的独中生。我校校友会会也赞助是
◆ 余安副董事长（右）赠送纪念品予我校醒狮采青贺岁
队伍技术顾问萧斐弘师傅。左为李荣兴副校长。

项比赛全部奖杯等费用。

◆ 醒狮队员使出看家本领，将平时苦练的成果呈
献出来。

2019年 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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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技术裁判为我校狮队技术顾问萧斐弘及狮队教练翁景顺，裁
判团由冯光铨、钟秋生、梁圆德组成，裁判长则为副校长兼训导处主
任李荣兴。赛场负责老师尚有：苏爱云主任、陈文杰老师、李斯缘老
师、翁秋霞老师、张芷羚老师及郭清健老师。
同学们在比赛中也按照阵法名称发挥创意，布置比赛现场，如“石
缝百足青”、“赵云截江夺阿斗”、“张飞大闹长板坡”、“鲤跃龙
门”“蛟龙青”等比赛阵法。
萧斐弘师傅点评时指出，鼓点要用在对的地方，不要为了创新而
忘了其内涵。身为狮队队员，必须认真对待舞狮技术每一个细节方，
不可马虎。整体而言，同学的表现仍在水准之上，期待大家更上一层楼。
裁判冯光铨及钟秋生受访时共同表示，我校醒狮队员态度认真、
有纪律，队员间互相鼓励，精神可嘉，唯技术方面还有可提升的空
间。他们指出，由于醒狮队员缺乏比赛经验，在套路编排和临场应变
上有待加强，建议可多参与校外比赛，或与其他学校进行交流，切磋
技艺，提升技术。
新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总负责李荣兴副校长受询时表示，采青
贺岁队伍表现高度自觉自律和更高自我要求的精神，能完成所有交待
任务。技术上亦趋成熟，表现可圈可点，大家都已为新年出队作好准
备。他希望同学们通过是项比赛，锻炼意志、加强体力、提高斗志。
此项赛会采国际醒狮比赛标准进行，经过一轮争霸战后，第一队
（正副队长为李佳鸿、郑杰升、李悦宁）、第二队（正副队长为陈淮
政、幸子敬）及第十一队（正副队长为陈新天、陈俊宏、吴若昀）脱
颖而出，成为优胜队伍。而最佳鼓乐配合奖则由第五队（钟征恒、周
家慧、廖彬伸、黄薪名、吴承翰、陈保宏）夺得，最佳狮组奖由第三
队（张英亮、黄嶙凯、蔡子杨、罗立洋）获得。最后，获得优胜奖之
一的第二队表演阵法“珠光宝气”以迎接猪年的降临，获得裁判团及
现场观众的赞许。

◆ 赛会采国际醒狮比赛标准进行，每队比
完，裁判适时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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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独中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习班”
回访活动之主题演讲
刘莉莉副主任

赢在中层：
从优秀走向卓越
林卿卿老师 报道

1月18日（五）下午1时15分到2时15分，来自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的刘莉莉教授在我校科技楼陈开蓉会议厅展开一场名为“赢
在中层：从优秀走向卓越”的专题演讲。
刘教授乃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教
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刘教授1992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教育
心理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1995年沈阳师范大学教学论毕业获得硕士
学位，2000年6月获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管理专业，获得教育学博士
学位。2000年9月到2002年12月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
事博士后研究，2003年1月留校任教。

一、自我反思：工作现状的审视
刘教授在一开场就说道，每个人都在忙碌的生活中轮
转，难免会遇到工作倦怠。首要遇到的问题有五项：一、
工作的琐碎（细、全）；二、外部对工作质量要求的不断
攀升；三、工作繁杂（千头万绪）；四、工作重复；五、

你或我，注重我们相信生命是可以改变的，希望每一个
人都能以更好的方式生存于世上。
（二）找到工作热诚
教职员对组织的认同程度也影响他对工作的热情。
影响教职员工认同的要素主要来自：

工作中的人际冲突。当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逼近，应该要
学会如何突破自我。刘教授强调，负面情绪会遮蔽所有灵

组织承诺

感。有调查显示，不到2％的人始终有工作热情，43%的人
在接触的工作一年以后就失去热情，26%的人在熟悉一项工
作一年后失去热情，29%始终没有工作热情。如果失去工作
热情，人们会有惰性心理、抱怨不断、态度消极和产生熟

工作
满意度

工作
参与

练后的麻木。此时，如何自我突破和近观压力是关键。
（一）走出人际关系的困扰
有关人际关系的困扰，刘教授建议可参考美国维琴尼

刘教授指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不一定来自薪资

亚 萨提亚（Virginia Satir）提出的“人际沟通模式”。

的高低，更多是来自于工作的挑战性，职业的成就感会

一、关注“我自己”，让自己内在和谐、做自己的主人；

因为创造力而构成新的关系图。如何提高工作满意度，

二、关注“我与另一个人”，让其关系和睦；三，关注“

教师的创新行为尤为重要。这可由内在动力、外在压力

我所处的人际系统”（家庭或组织），相信你和我而不是

和目标吸引推动。

2019年 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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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领教师走出专业成长的困境
教师们会遇到各种教学困境，其中包括：

刘教授表示，新时代教师的专业要求，需要注意以下七点，尤其学术研究更是现在教师专业的必备，
教师需把课堂或教学上隐性的部分显现出来，以求不断地改进。

教育价值

为师风范

学科知识

教学技能

人际交往

专业精神

学术研究

（四）教师成长路径
教师的成长路径，可从四点进行探讨。第一，基于课堂反思的主动选择，从被动改为主动。第二，基
于教育日志的行动改进，关注其蹩脚之处。第三，基于课堂建设的同伴互助，将同学科与跨学科结合。第
四，基于课题研究的自我超越，将成果展现。

角色认知：中层干部的四大角色
作为下属的中层
责任

对待上级的态度
~忠诚而不忠人
~服从而不盲从
~参谋与不掺

作为上级的中层
奉献

~领导者
~管理者
~教练
~变革者
~绩效伙伴

作为同事的中层
合作

作为朋友的中层
担当

协作
利他
互惠

分担压力
分享成功
包容失败

高层“替身”
~使命与责任
~自觉

中层干部成长三部曲：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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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二、机制创新：从被动行为选择到教育自觉
刘教授说道，要改变现状，学校需重新审视机制和制度，再构筑教师专业的发展。没有良好的制度，
将无法让整体机制顺利运作。

（一）机制与制度的重新审视
1.制度约束：人的觉悟是在制度下产生的，制度又是人性最有效的补充。
2.机制创新：资源有限，创造有限，若在没有新的资源的情况下就要有新的组合。
3.制度是冰冷的，人的管理应该是有温度的。诺斯说“看好的制度有效性有多长，关键是制度的灵活性有
多大”。要学会自律与他律。
4.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规定，非正式制度则是后者长期交往形成的习惯。

（二）构筑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个系统
1.成长动力系统：突破口
2.激励评价系统，如：一堂展示、一本日志、 一个课题、一次点评、一场演讲
3.专业支持系统，如：项目组、导师组、专家组

教师专业成长路径，可参考以下方式：

1

教材
解读

课例
讨论

教案
设计

专业
阅读

教学
反思

校外
教研

师徒
带教

外出
讲学

同课
异构

课题
研究

2

讲座
培训

课程
领导力

作业
有效性

参与学校
科研，做中学

读书

教育
科研

温馨
教室

书籍
翻转
课堂
拍微
视频

知网

三维一体
课程建设

创新
素养

主题教育课程

作业
有效性

二二三四
教学范式

2019年 1月号

HIN HUA MONTHLY

21

推动教师发展的策略
1、以情感为纽带
2、以认同的准则为支撑。
3、以丰富活动为载体。（关键事件、人物）
4、以结构与机制创新为保障。
5、以课堂转型、课程开发、课题研究为标志
6、以自我反思为突破口。

卓越管理者的管理法则
1.以坚定信念为依托
2.管住自己的嘴巴
3.用自身标准的行动代替命令
4.激发团队学习热情，让下属主动去做
5.改变自身，崇尚人格为先（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常怀感恩之心）
6.为团队提供各种成长路径与方法

要从优秀走向卓越，只要让成长成为自觉，那一切
都不是问题。
文接下页

追寻喜爱之物的垫脚石

抛砖引玉的演讲

颜明慧（高二理孝）

詹文康（高二理仁）

经典物理与近代

对于经典和近代物理这两个领

物理，我有两方面的

域，我都有很大的兴趣。其中近代

基础概念，也对它们

物理的范围更广，更适合用来解释

感兴趣。物理和数学

宇宙的本质，可以满足人们对宇宙

一样有连贯性，若不

的好奇心。反之，经典物理更贴近

了解经典物理就无法

生活，也更容易理解。我个人较有

更深入地理解近代物

见解的是核能原这个课题。核裂变

理，因此我认为必须

制造能量确实带给人类巨大福利，

从基础开始学习。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宇宙学，

但仍无法像核聚变一样带来无辐射危害的能量供给。核聚变的难

物理的运用不仅可以探测新行星，还可以利用它

度很高，但是绝对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好方法，可以让人类根治能

去探索宇宙，例如自转公转的速度以及卫星发射

源问题。最让我感叹的是重力加速度的精密测量，人类顶尖的实

时冲破大气层的速度，宇宙大爆炸学说也是基于

验室能够做到如此精密，是几代科学家不停地付出才能达到的结

物理上而研究出来的。我个人认为宇宙是有中心

果，象征了人类智慧的传递。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我们要感恩

的。据我了解，宇宙是由一个炽热，密度高的中

先人宝贵的经验，同时发扬真正的科学精神，感受科学的奥妙。

心因为爆炸而形成，假如没有中心，那么宇宙是

物理是一门讲究兴趣且漫长的学问。如果学习的人对物理没有兴

怎么形成呢？我本身喜欢宇宙，所以对物理有兴

趣，就会难以坚持下去。我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这门科目的美妙之

趣，这场讲座也让我了解更多物理知识，获益良多。

处，并接受它、爱上它、欣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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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华大学物理专题讲座《物理进行时》

薛平教授

◆ 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右）及清华大学物理系薛平教授。

林意晴（高二理孝）报道
1月11日（星期五），我校邀请到北京清华大学物

信息技术的改革方向。针对量子力学的特性，薛教授也

理系的薛平教授前来为全体高二理科生进行一场主题为

特别进行一番讲解。他称，量子信息可以实现经典物理

《物理进行时》的讲座会，地点为黄景裕讲堂。薛平教

做不到的信息功能，且一旦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并进入

授的研究领域包括生物光学、激光、原子相互作用及激

使用阶段，现有的RSA保密算法（一种主流的非对称密

光物理等，曾发表研究论文110余篇、专利10余项、合著

钥）将被破解。

教材1本，并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10余次。

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政府授予对核

讲 座 开 始 前 ， 主 持 人 朱 键 鸿 副 主 任 邀 请 副 校长兼

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有杰出贡献人士的一种奖章）中有

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代表学校赠送纪念品予薛平教

14位清华校友，针对这一点，薛平教授更深入地向同学

授，对方也以清华校旗作为回礼。随后，薛教授播放了

们介绍清华物理系的种种杰出表现。他除了向同学们展

一部短片，以生动活泼的动画对清华大学各方面进行简

现目前清华正着手研究的物理项目，也介绍了近期清华

单的介绍。身为一所世界名校，清华大学不论是在硬体

大学在物理研究上的突破。这些研究，不仅为清华大学

设施、校园环境，还是人才培养上都有杰出表现，是世

争光，更是对整个中国的重大贡献。

界大学中的佼佼者，令众多学子心驰神往。

最后，薛平教授简单讲解清华大学的国际招生简

讲座内容围绕五个方向展开，分别是：经典物理、

章。清华大学近年来持续打破并创造新的中国纪录，在

近代物理、物理与高新技术、现代物理的前沿及清华物

亚洲地区的大学排行中更是高居榜首，即使与世界各地

理 。 为 了 让 同 学 们 对 现 代 物 理 学 的 发 展 有 更 深 入 的了

的老牌名校竞争，也毫不显弱势。清华大学在2018年US

解，薛教授对如今物理学的重点—— 量子力学进行科普。

News所发布的全球大学及各个学科排名中，工程学和计

他指出，现场的学生有幸生于量子IT时代，未来即将见

算机方面更是世界第一。

证时代的重大改革。

这场讲座不仅让高二理科生们有机会从另一种角

薛 教 授 除 了 为 同 学 们 讲 解 物 理 概 念 及 其 应 用，也

度认识物理，更是见识到了许多我们目前还触碰不到的

展现了如今站在物理界发展尖端的高新技术，其中包括

尖端科技，相信对热爱物理的学生而言，获益颇多。最

IT（信息）、新材料和新能源三大类。薛教授说，在计

后，薛平教授以“物理很精彩，一直在进行！”一句话

算机领域中，经典物理终将被量子物理取代，这是目前

结束演讲。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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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讲座
《源远流长，人文日新》 解峰教授

◆ 谢锡福副校长（右二）赠送纪念品予解峰教授（左三）。左一起为李荣兴副校长和郑名烈。

李妍萱（高二文商礼）、钟洁姗（高二文商平）报道
1月11日（星期五），我校于陈开蓉大讲堂为
高二级文商班的同学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源远流
长，人文日新》的人文学科讲座，主讲人为清华
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解峰教授。讲座开始前，主
持人李荣兴副校长邀请副校长兼课外活动处主任
谢锡福代表我校赠送纪念品予解峰教授，感谢他
于百忙之中抽空前来。

多元教育，根深蒂结
接着，解峰教授提到清华的中文系、历史系以及哲学系。
谈到历史系，他强调中外历史并重，而外国历史也很值得借鉴。
同时，解峰教授也介绍了清华学派—— 文学和哲学，其中蕴藏着
清华独特的风格。他也以“要珍惜每天学习的机会，同时也要热
爱生活”，与在座全体同学共勉。
之后，解峰教授提到在新百年新起点的清华大学将会朝

亘古不灭的清华

向“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目标前进，上一个百年是百年

讲座中，解峰教授除了向同学们介绍清华的

辉煌，而下一个百年将是人文日新。此外，解峰教授透露，人文

历史沿革，也提到清华文史哲谱系，并展示了新

学院经过复建以来的建设和发展，已有许多文科学科门类，如

清华、新人文。解峰教授指出，“清华”二字主

1993年的历史系复建及2000年的哲学系复建等。另外，解峰教授

要取自诗人谢混的《游西池》一诗，诗中“景昃

介绍了人文学院的师资、专业设置及名师大家，并指出一些学生

鸣禽集，水木湛清华”一句也描写出清华校园的

较关心的话题，如校园环境、国际学生公寓、餐厅等，帮助同学

悠清和浏亮。此外，解峰教授为同学说明原本的

解惑。

熙春园是如何演变成如今的清华园。同时，解峰
教授也向学生展示了乾隆年间的概览图和宣统年
间的整体复原图，并介绍了一本名为《古今图书
集成》的百科全书。
解峰教授说，清华大学从许久以前就一直在
兴建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物，如校门、人文科技
图书馆和主楼等，该大学也因此被《福布斯》杂

突破创新，人才辈出
清华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文理兼容，学科广泛。
解峰教授指出，该大学的育人理念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
教授以及“无体育，不清华”。此外，该大学的培养以学生为中
心，而国际学生则有专属的培养方案及学者中心。因此，他鼓励
同学走入清华，享受丰富多彩、多样选择的生活。

志评为全球最美校园之一。随后，解峰教授介绍

最后，解峰教授向同学们讲解报考清华大学的条件、流

了一系列影响清华深远的伟大人物，如梁启超、

程、申请奖学金的条件及方法等。讲座的尾声，谢副校长代表我

王国维等，由此延伸出清华校训——“自强不息，

校接收解峰教授回赠的礼品后，讲座便圆满结束。

厚德载物”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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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科教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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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考察与学习活动
谢祉毅老师 报道
“我们是华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
人 ......”谈到身份认同，我们总会很大声、自豪地说出上面的话语。对于马
来西亚华人的历史与身份，我们经常取材自长辈们滔滔不绝地分享自己各种的
童年的生活或教育，为了从更全面的角度了解与深入更学术的诠释，我校华文
科教研组于月1月19日（星期六）举办了一场文化考察与学习活动，全员一起
到吉隆坡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进行实地文化学习与考察。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首都，也是早期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聚集地之一。
此次的考察学习，我校华文科教研组邀请到了吉隆坡社区工作者——杨两兴先
生，为我们解说吉隆坡的历史并实地进行导览。此外，参访华人博物馆，让华
文老师更深入了解我国华族历史。
华文科教研组组长林金花老师提到，我校许多华文教师都属于年轻一代，
藉此参访活动让教师走出教室，从中了解及体会上一代人所坚持与传承至今的
文化传统及文化遗产，也希望将来老师们能有机会带领学生进行户外教学。也
是华文科教研组组长的詹荣贵老师说，透过参与活动的教师所给予的回馈，发
现大家都认为学有所得，他希望在往后的教学中，教师们能把活动所得，与课
本上的内容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

杨两兴
• 吉隆坡Lostgens' contemporary
art space创办人
• 本地著名文化建筑师（林连玉纪
念馆与我校校史馆都出自其手）
• 吉隆坡社区文化工作者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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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后巷——鬼仔巷。

在杨两
兴先生
的带领
文老师
下，我
走访吉
校华
隆
坡，聆
坡的历
听老吉
史，了
隆
解早期
故事。
华人社
会的

杨两兴先生带领老师们到其
工作室天台，鸟瞰吉隆坡。

老师们认真阅读华
人博物馆内的照片
与文字，深入了解
我国华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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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导师辅导知能工作坊
性别平等与友善校园的建立
陈胜耀老师 报道

由我校训导处主办的班导师辅导知能工作坊，分别于
1月19日和26日连续两个周六，邀请来自台湾的临床心理师
刘培铃老师，与我校初中与高中班导师谈“性别平等与友
善校园的建立”。

彼此的不同，同学间保持礼貌、互相关心，并欣赏他人的优点。
刘老师认为，教导性别平等教育，不是要让学生变成同
性恋或让学生性解放，而是学生知道现在所处的社会，有许
多错误的资讯或他人的误导等，而老师可以透过教育，教导

我校副校长兼训导处主任李荣兴在会上提到，希望透过
工作坊，让老师对性别平等有基本的概念之外，也懂得师生
互动间的尊重与平等原则，教导学生的同时亦起着自我警惕
的作用。他也认为，我校也应在性教育方面做出调整，甚至
在初中一的课程中，就教导学生一些基本的性教育概念。

学生正确的知识，保护学生之余，同时也让学生学习尊重别人。
针对学生可不可以谈恋爱的问题，刘老师说，许多家
长或老师可能会担心，学生在求学时期谈恋爱，年纪会不会
太小？会不会影响功课？（性行为）会不会乱来？然而她认
为，若孩子的恋爱观健康，懂得在恋爱关系中保持适当的距

工作坊所谈的内容，主要围绕4个主题，包括：“认识

离，即使谈恋爱也不会失去自我。不过，刘培铃却强调不支

性别平等与性平意识”、“认识性别平等教育 —— 谈情感教

持师生恋，她认为那是一种地位与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因此

育”、“建立友善校园 —— 从良好师生界限开始”以及“校

老师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关系的发生。

园性骚扰、性霸凌、性侵害防治。”

另外，当谈及良好的师生界限时，刘老师认为，师生间

刘老师解释，所谓的性别平等，并不只是男性与女性

的许多互动，即使老师仅拍拍学生的肩膀鼓励学生，也有可

之间的平等，还包括LGBT群体，即女同性恋者（Lesbians）

能引起学生不舒服之感。她说，任何的身体接触只要导致学

、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和跨性别者

生感到不舒服，即可算是一种性骚扰。相反，若是老师发现

（Transgender）。性别平等教育应包涵3大课程，分别是情

学生在师生互动时，出现故意贴近老师的情况，老师也应该

感教育：认识情感、正向互动；性教育：认识生理、保护自

立即与学生保持界限，并趁机教育学生正确的师生界限观念。

己；同志教育：认识同志、尊重差异。
要教导性平意识，刘老师说道，老师应该先破除性别刻
板印象，例如：“男生要很man，不可以娘娘腔”或“女生要

两场工作坊，在刘老师的专业讲述与引导讨论下，与会
者对相关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亦从中学习到具体的对应
方法，为友善校园氛围的营造，再注入更全面的视觉。

很温柔，不可以像男人婆”等，进而才能教导学生学会尊重

◆ 刘培铃老师

◆ 刘培铃老师（前排右三）
与参与的初中班导师合影。

◆ 刘培铃老师（前排右六）与参与第二梯次的班导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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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ING STARS of HIN HUA HIGH SCHOOL

Cambridge Highest Achiever Award (2018) Ceremony

Reported by ELC

An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22 January to celebrate the success achieved
by students who scored excellent results in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2018. The recipients
of the Highest Achiever Award for A2 Key for Schools,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B2 First
for Schools and C1 Advanced posing with Mr Hamidi Halim, Country Head for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Malaysia & Indonesia, Mr Bryan Teow, Managing Director of GPEX Sdn
Bhd, Mdm Boo,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Mr Benji of GPEX Sdn
Bhd and the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members.

A2 Key for Schools
Pass with Distinction:
Yip Zi Qin (J2LDN),
Gan Yu Min (J2PAR),
Beh Hui Fen (J2CBR),

◆ The recipients of the Highest Achiever Award for A2 Key
for Schools.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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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Preliminary (PET) for
Schools
*

Pass with Distinction:
Yong Kai Seng (J2CCG),
Tay Ying Qian (J2WLT),
Yong Zhi Yuee (J2TRT),
Danny Lee Han Keat (J2ADL),
Tan Guan Han (J2ADL),
Natalie Yee Xin Ying (J2WLT),
Sim Jie Chyi (J2CCG),
◆ The recipients of the Highest Achiever Award for B1 Preliminary (PET)

* Yong Kai Seng is also the recipient
of the Perfect Score Award where he
scored full mark in all papers.

for Schools.

B2 First (FCE) for Schools
Pass at Grade A:
Lew Xin Yun(S1ADL),
Koon Xin Yi (S1ADL),
Kimberley Yee Xin Wei (S1CBR),
Yow Li Hao (J3ADL),
Wan Li Ping (J2WST),
Law Ruo Rene (S2MEL)
◆ The recipients of the Highest Achiever Award for B2 First (FCE) for
Schools.

Pass at Grade B:
Ashley Anne Goh(S2CBR),
Elisa Ng Wee Xin (S1MEL),
Kok Lok Shun (S2CBR),
Tiew Keat Sheng (J2WST),
Tang Ming Ren Hayden (J2WST),
Chong Li Yi (S1MEL),
Yang Shun Yao (S1MEL),
Chan Jun Cong (S1ADL),
Lim Chee Hsien (S1ADL),
Leow Pei Ni (S2WST),
Ang Yuan Bin (S2BLN),
Lim Zi Wei (S2ADL),
Lai Mun Rong (S2PAR)

A2 Key for Schools
◆ The recipients of the Highest Achiever Award for C1 Advanced (CAE).

Pass at Grade B:
Chan Ning (S1ADL),
Kuan Kwok Yong (S2C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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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科普一传十珊瑚海生馆珊瑚科学营
— 与珊瑚的约会

◆ （左一起）洪梅珠老师、伦素欣、邱淑莹及关国荣一起前往台湾学习。

关国荣（高二理爱）、伦素欣（高二理信）、邱淑莹（高二理义）供稿

碧蓝的海洋，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底部其实蕴藏
◆ 恒春古城的东门。

着许多“宝藏”。我们常在报纸或网上看到摄像机里的
海底世界，欣赏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其中最让我们感
叹的，是那五彩缤纷的海床，而珊瑚，就是这一片美景
的雕塑者。身为读者的你，对珊瑚又知多少呢？
我们三人在台北兴华校友会会长陈小山老师（现职
于台北中山女商）的推荐下，在洪梅珠老师的带领下，
于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至15日（星期四）到台湾参
与由台湾何佩玲老师主持的“科普一传十”科普推广机
构所举办的海生营。营队地点位于台湾国立海洋生物博
物馆研究所，参与者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我们三人和来自
新加坡科技中学(SST)的20位学生。抵达高雄后，我们受
到博物馆主任王立雪的迎接。第一天，我们在核三厂与
其他营员汇合后，参访了恒春古城的东门和“出火”景
观。“出火”，是地下的天然气冒出所造成的自然现象。
第二天，我们出发到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垦丁国
家公园的导览员首先向我们介绍台湾的自然地理，接着
到台湾南端附近的社顶国家公园。导览员介绍：“眼前
◆“出火”现象。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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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面向太平洋，右边面向巴士海峡。
所见的一座座小山坡是由珊瑚礁自然堆成的。”，这一番话让我们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在公园高处的一个亭子
上，我们甚至可以看见台湾三面环海的美丽景象 —— 西边是台湾海峡，东边是太平洋，南边是巴士海峡，真是太
美丽了！

一、什么是珊瑚？
第二天下午，我们开始上第一堂课：什么是珊瑚？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珊瑚，是一种由碳酸钙骨骼和珊瑚虫
形成、构造简单的生物，因此它是一种动物。珊瑚可分为石珊瑚和软珊瑚，区分方法很简单，当你触摸珊瑚时（别
担心，是无毒的），石珊瑚就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而软珊瑚的整体触感就是软绵绵的。课程结束后，我们也着手
准备第六天的实验，因为此实验需要至少三天的存放时间。

隔天，我们都窝在实验室里观察珊瑚。助教给了我
们三种珊瑚 —— 束形真叶珊瑚 Euphyllia glabrescens、
蔷薇珊瑚 Montipora sp.和细枝鹿角珊瑚Pocillopora damicornis。
其中，束形真叶珊瑚属于软珊瑚，助教协助我们将它解
剖成内胚层和外胚层，以方便我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蔷薇珊瑚和细致鹿角珊瑚就不一样了，它们都属于石珊
瑚，不能解剖，里面还有一些共生藻。于是，一个重要的
仪器 ——离心机就发挥作用了！将这两种珊瑚放进3%NAC(N乙烯胱胺酸)的溶液中不断摇晃，使其组织脱离骨骼，就
能取得组织液了！不仅如此，为了更加纯化组织液，可
将它放进离心机高速旋转，使其沉淀。之后再用针头细
◆ 左为蔷薇珊瑚，右为细枝鹿角珊瑚。

小的针筒来回抽吸，强大的压力会使动物细胞破裂，释
放出共生藻，珊瑚组织液就纯化了，可以放在显微镜底
下进行观察（仅说明基本原理，多个步骤已省略）。再
者，利用TLC色素分析和SDS-PAGE的原理，将其氨基酸和
色素分离，与对照组进行对比。当天的实验就此告一段落。
第四天，我们离开了实验室，踏进了更奇妙的“世
界”。营员们分成了五组，各组进行不同的外界珊瑚体
验。第一个体验场所是珊瑚的3D扫描。通过这次的体
验，我们才知道原来3D扫描可以运用在侦测珊瑚的生长
率，且由特定的仪器来进行观察。我们听了助教的解说
后，也亲手体验仪器的操作。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到下
一个场所，体验珊瑚水下拍摄，还与不同种类的珊瑚近

◆ 图中的装置为离心机，将试液放进该装置中启动，通
过高速旋转达到实验目的。

距离接触。接着，我们还到附近的海域，选择自己所喜
欢的珊瑚。经过老师的细心解释及查阅书籍后，我们也
学会分类各自所选择的珊瑚。最后，我们也有机会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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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们制作珊瑚缸。原本空荡荡的珊瑚缸中，加入
了不同类型的珊瑚进行装饰，最后再加入海水，
珊瑚缸装置制作便完成。意外的是，我们的珊瑚
缸内竟然有小海星的存在，而这个小海星的食物
竟然是珊瑚！
第五天，我们再次回到实验室，进行主题
为“珊瑚的共生：共生的建立和瓦解”的实验。
我们学了珊瑚虫和藻类建立共生关系原因。这是
因为珊瑚虫的代谢产物是藻类需要的养分，而藻
类进行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与有机物则是珊瑚虫
需要的，它们彼此之间互惠互利。珊瑚虫本身呈
灰白色，但珊瑚之所以可以拥有绚丽多彩的颜色，
皆由住在珊瑚虫体内的藻类所散发出来。

二、珊瑚白化的原因
可是近几年来，我们会听到一些关于珊瑚白

◆ 我们制作的珊瑚缸。。

化的新闻。珊瑚白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人
类活动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海水温度上升，导
致珊瑚无法继续进行共生状态时，珊瑚虫里的藻
类就会离开珊瑚虫，进而导致珊瑚失去了原有的
色彩而变成原本的灰白色。但，珊瑚白化并不立
即代表珊瑚虫死了。若我们努力维护环境，使珊
瑚虫能恢复其与共生藻的共生关系，珊瑚就能恢
复其亮丽的颜色，并健康地成长。可随着世界工
业化，科技不断发展，环境问题也不断恶化，保
育珊瑚更是难上加难啊 ......

三、珊瑚的重要性
到底珊瑚对我们人类有多么重要呢？珊瑚礁
虽然只占海洋面积的1%，却具有多样性的生态，
是建立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研究显示，大约1/3
的海洋生物都需要它方能生长。若无珊瑚，海洋
内的食物链就会崩坏，海洋就会失去生态平衡，
对海洋生态系统是一大威胁。此外，珊瑚对我们
人类也带来巨大的利益，如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了
观赏美丽的珊瑚礁而来浮潜，刺激了当地的旅游
业；某些珊瑚也可以制成药物，治疗某些疾病。
因此，如果连珊瑚都保护不了，我们还有什么资

实验1：探讨海葵在不同温度下，共生关系有何不同？
步骤如下：
一、将海葵A.P.分别放入两个培养皿中；
二、在各培养皿里加入B藻类；
三、分别将两个培养皿放到26℃和33℃的恒温箱里。

实验2：探讨海葵与不同种类的藻类的共生情况。
步骤如下：
一、在四个培养皿中加入海葵A.P.；
二、在各培养皿中分别加入四种不同的藻类（A,B,C,D）；
三、进行观察。

实验3：探讨海葵在不同颜色的光的照射下，共生关
系有何不同？
步骤如下：
一、将海葵A.P.及B藻类分别放入两个培养皿中；
二、把两个培养皿置放在红光以及蓝光下。

格高举“保护环境”的旗帜呢？
或许我们在现阶段无法站在珊瑚保育的前
线，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进行实验来进一步了
解外界因素对珊瑚整体的影响。我们通过实验

经过72小时后，我们将它们一一拿到显微镜下进行

同种珊瑚在不同温度、与不同藻类的接触以及

观察。结果显示，海葵与B藻类的共生情况最佳，因为海

不同颜色的光照射的情况下，来探讨共生关系

葵里的共生藻数量是最多的。另外，放置在蓝光下的海

会有什么不同。实验过程中，我们都使用海葵

葵内部共生情况较佳。至于实验一，由于实验结果无法

A.P.(Aiptasia Puchella)为实验品，它与珊瑚同

达到我们的实验假设（在33℃的海葵与共生藻之间的共

属刺丝胞动物，不同的是它是透明的，因此在显

生情况远比26℃的海葵要差很多），因此宣告失败。

微镜下能够更清楚看到共生藻的数量。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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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代表与其他学员相见欢一起学习。

四、学习操控无人 ROV
第六天早上，我们有机会目睹到海洋学中常用的探究仪器——无
人ROV。这台机器最深可以潜入海底1000米，里面有一台摄影机，可以
拍摄海底的情况，并传送至路上的控制台。我们有幸亲身操控这台仪
器，经过一番尝试后，我们发现操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只是不能操
之过急。之后，我们到研究所附近的博物馆参观。博物馆规模庞大，收
集了多种海洋生物标本，分类仔细。
当天下午，我们上台分享此行的学习经验与研究结果。樊同云教
授为我们进行评价，并提醒我们说：“实验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原
因是这边的珊瑚长期长在核三厂的出水口，已适应相当高的水温，虽
然实验中水温有7度之差，但对两组的珊瑚来说并无太大差别，因此不
能充分地表现出温度会如何影响海葵与藻类的共生情况。”分享完毕
后，我们也专心地听了新加坡学生的成果发表。最让我们大开眼界的
是，他们提到会将此行所学的知识与他们专科（生物科技、电工等）
◆ 我们亲手操控无人机 ROV。

相联系，并设计一个实验，回国后将开始执行。

此次科学营，我们过得非常充实，且受益匪浅。感谢“科普一传十”执行长何佩玲老师与台北兴华校友会陈小山会
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学习机会。另外，我们也很开心可以与台湾的教授、助教和新加坡的学生进行交流。通过制作
影片，我们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操作实验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研究珊瑚的方式。来到博物馆，看到不同的生
物，我们也感慨地觉得每个生物都有各自的独特之处，每个生物都不可或缺，是维持大自然生态平衡的一份子。通过近距
离接触珊瑚，我们对生态的认识又更进一步了，珊瑚白化的现象也赤裸裸地站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意识到对珊瑚的保护
真的非常地重要。

地球因人类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我们该为地球做出一点小贡献，例如浮潜时，减少使用防晒膏以减
少对珊瑚的破坏等方式来保护美丽的珊瑚。我们的一小步，对地球，对海洋，对珊瑚都是重要的一大步。
这次的生活营，在我们的人生中增添了美丽的色彩。感恩各单位的工作人员，您们辛苦了！最后，我们想
与各位分享一句话：“珊瑚白化并不是最终的结局，现在改变，还来得及！”

“珊瑚白化并不是最终的结局，现在改变，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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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辩论表演赛
刘凯昇（高三理孝）报道
为了让我校师生对辩论有更深层的认识，我校辩论
校队与课外活动处于1月3日（星期四），在黄景裕讲堂
联办了第一届辩论表演赛。本次活动开放于全校师生观
摩，吸引了百余名的出席者。此次辩论的主题是《在中
学生活，我需不需要改过不合群的性格？》，由我校辩
论校队教练带领校友（前兴华辩手）进行辩驳。
大会主席介绍辩手、评委、来宾与赛程后，表演赛
便正式开始。
正反方以以下几点作为立论：

精彩言论：
正方二辩

反方结辩

你与他人关心的东西不一样，合群问题才

一、改变将无法体验在群中的乐趣。

会产生。

二、强制改变也不利于健康成长。
二、被迫改变，将使得个人权益无法彰显，

反方二辩

导致我们会选择逃避，更加抗拒合群。

不合群并不会被打压被欺压，因为学校倡
导宽容对待同学。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进行

正方结辩

讨论，并达成双赢思维。

中学时期我们为何不尝试融入，也许会有
更多的收获。

反方三辩
一、我们不要为了融入别人，而放弃自己
的原则，不应改变自己的性格迎合大众。
二、人本就是群居动物，只有一起才能有
更多火花碰撞。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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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辩手、反方辩手与师长合影。左一起为陈可馨、陈欣滢、李佳欣、郑妙云、林欣霓老师、黄子伦老师、黄麒达老师、
许财嘉老师、吴敏仪、方玮琳、吴婕婍、林如意。

辩论赛结束后，黄麒达老师点评此次的辩论过于拘

论不合群的行为，而题目要求讨论的是性格。黄老师也

谨，太少讨论关于中学不合群的例子，展开了几个观点

提出可以更简而有力地诠释何谓“不合群”，直接切入

却没深入谈论。还有些例子，虽然花了些时间讨论，却

主题。与其举一些生活中不属于中学生历经的例子，不

没下定论。黄老师认为，正方成功诠释不合群的人并不

如谈论大部分中学生都有的经验，如：毕业旅、小组活

一定是表里不一的，这是正方的亮点。另一名评审，黄

动等。

子伦老师认为题目的定义需更详细。辩手基本上都在讨

图说兴华

经过观众们最终的投票，反方以57票比正方51票胜出。

八十年代的班级辩论比赛
文/ 徐威雄博士

国字型大楼前端的广场，加搭一个简单的舞台，班级辩论比赛就这样拉开序幕了。

可到图书馆“写作比赛资讯壁报栏”参阅简章细节和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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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州际赛截稿日期：2019年4月30日

妇女部秘书处，逾期恕不受理。

G. 各州得奖作品（首三名及两份优胜奖）必须于2019年6月8 日前奇交至华总

妇女部的评审团作最后定夺。

F. 各州得奖作品（首三名及两份优胜奖）将获进入全国总决赛，并交由华总

网站下载参赛表格）。

业、电话、传真号码及通讯地址（请浏览http://huazong.my或各州大会堂

E. 另附个人简介一份，包括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新身份 证号码、职

D. 不得抄袭或模仿他人作品，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

C. 参赛稿件不限。

B. 参赛者也须将作品电邮至：各州大会堂秘书处。

信封上请注明：第三届《她的故事》马来西亚妇女节激励文章征选赛。

字。所有稿件需复印三份连同原稿一共四份并寄 、至：各州大会堂地址，

A. 参赛作品需用原稿纸缮写清楚，以黑色圆珠笔横写(单面)，或用中文打

8．参赛方式：

7．比赛以散文或评论文为文体，文字以不超过5000字为佳。

问题。

題的论述，灌输积极正面思维和人生观，不可渉及种族和宗教敏感

俗眼光、事业或情感上的挑战，以至成功或针对時下女性的各种议

6．内容：描述个人或其他女性的人生历练、如何面对及克服生活、家庭、世

5．参赛资格：凡马来西亚女性公民，不分年龄皆可参加。

4．联办：全国各州大会堂妇女组(州际赛)

3．主办：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妇女部(全国总决赛)

继而提升女性对基本权益的醒觉。

(3) 通过写作，让妇女识辨妇女议題，提升逻辑思考分析能力，

(2) 激励女性不要軽言放弃、积极面对人生各种挑战。

及勇于牺牲精神。

2. 宗旨： (1) 表扬女性坚韧、专注、认真等优秀特质、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

1. 名称：第三届【她的故事】马来西亚妇女节激励文章征选赛

第三届【她的故事】马来西亚妇女节激励文章征选赛简章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妇女部 主办
全国各州大会堂妇女组联办

2019年 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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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 2月份

你的爱，
是狐狸           还是玫瑰？

你懂什么是“爱”吗？我们常把“爱”挂在嘴边，但真要解释什么是“爱”，却还是有点说不清。
你看过《小王子》这本书吗？这个2月，让我们一起透过《小王子》里的“玫瑰”和“狐狸”，深入思考什么
是“爱”？你的爱，是“玫瑰”还是“狐狸”呢？

图书推荐
关于“恋爱”── 不管如何，都要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
▇ 图书推荐 ▇
《小王子》| 安东尼●圣修伯里（C876）
《白花之爱》| 戴维●卡利（C947.41 馆内阅读）

关于“分手”── 即使分手了，也要记得曾经的温柔。
爱的感觉是多元的：爱是勇敢且脆弱，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来；
爱也是易感且虔诚，受伤了，尽管撕心裂肺，明天依然大口呼吸。

▇ 图书推荐 ▇
《无怨的青春》| 席慕蓉（C848）
《爱：即使世界不断让你失望，也要继续相信爱》| PETER SU（C192)

2019年 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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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友情”── 选择和正面、健康的益友往来，丰富我们的个人生活。
自古以来，朋友就常伴我们左右，友谊本身却一直面目模糊，难以捉摸。交朋友时，你可以适当退让，但也
有权不委曲自己，到最后达到的最好状态大概是，你懂得了如何爱自己，也交到了好朋友。
▇ 图书推荐 ▇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 慕颜歌（C192.1）
《论友谊》| 亚历山大●内哈玛斯（C195.6）

关于“修复关系”── 理清情绪界限，不受他人感受影响。
体认自己的伤痛，不是为了回头指控及怪罪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与过去的生命经验连结，并真诚以对，找
回真实感受，也拼整回完整自我；如此一来，我们才得以真正发展自我抚慰与自我关照的能力，进而去接纳别人。
▇ 图书推荐 ▇
《情绪勒索》| 苏珊●佛沃（C176.5）
《与父母和解，疗愈每段关系里的不完美》| 许皓宜（C528.2）
《母爱创伤》| 苏珊●佛沃（C176.5）

关于“关怀”── 面对身边的大小事，不该是冷漠的态度。
当你了解如何爱人与被爱，心中那些好不了的伤口，也能就此得到疗愈。
▇ 图书推荐 ▇
《偶遇》| 鲁豫（C848）
《萨提尔的对话练习》| 李崇建（C528.2）
《别再叫我加油，好吗？》| 张闵筑（C176.5）

关于“亲子”── 不管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不要忘了看看最亲的父母。
爱是需要练习的，不管你是否已掌握爱的真谛，且让身为中学生的你先学会爱家人吧！
▇ 图书推荐 ▇
《目送》| 龙应台（C848）
《柠檬图书馆》| 乔●柯特李尔（C873）

37

38

HIN HUA MONTHLY

2019年 1月号

台北市立景美国民中学莅校参访

◆ 台北市立景美国民中学莅临我校参访。前排左一起为洪梅珠老师、李辉祥主任、许梅韵副校长、许顺兴校长、苏进
存校长、谢锡福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陈威宇学务主任、巫佩君训育组长及朱键鸿副主任。

林倖伃 报道
为了让马台双方学生有机会与国际接触，结交国际

苏进存校长致词欢迎有朋自远方来，并表达我校

友人，并让台湾学生了解我校教育课程与文化，台北市

多年来秉持办好华文教育的使命，同时致力于让学生与

立景美国民中学许顺兴校长、陈威宇学务主任及巫佩君

世界接轨，拥有更广阔的国际观，希望能透过此次的交

训育组长带领34名学生，于1月24日（星期四）莅临我校

流活动，与该校师生进行文化交流，互相学习及指导。

参访。

许顺兴校长则表示，兴华软硬体设备齐全，校园环境良

两校办学理念相同
活动开场首先播放两校简介短片，借此让两校师生
了解彼此的办校理念、措施及校园环境。台北市立景美
国民中学位于台北市文山区，毗邻捷运景美站与景美商
圈，目前是台北市郊区中，升学率与艺能科表现数一数
二的国中。

◆ 我校天文学会会员带领景美国中的同学分组参与天文课程。

好，且两校办学理念相同，即共同栽培更好的下一代，
培养具有面对21世纪的能力与素养的学生，使学生心存
仁爱，有“地球村”的概念。

天文知识趣味多
为了迎接景美国中的师生，我校天文学会会员在李
辉祥主任、朱键鸿副主任与洪梅珠老师、黄慧洁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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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策划下精心设计了天文课程，其中包括天文
教育中心望远镜介绍、学艺展与远距简短说明、
太阳黑子观测、圆顶介绍及星盘制作。我校天文
学会会员详细地为来访者讲解有趣的天文知识，
并介绍手机天文应用程序Star

Chart，让学生透

过科技接触天文。在天文课程进行的同时，两校
在参观科技大楼、图书馆、校史馆的过程中，交
流甚欢。

学伴座谈：有缘千里来相会
紧接着的学伴座谈，由两校学生发表参与
活动的感想。景美国中学生李立庠分享时说，很

◆ 在天文台合影留念。

高兴能来到马来西亚，在这里除了有机会学习天
文的冷知识，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希望往后我
校 学生能到台湾去参访。有趣的是，他更以一句国
语“Jumpa Lagi”作为结束语，使现场气氛更加热络。
最后，苏进存校长与许顺兴校长代表两校互
赠纪念品，两校同学相互交换礼物后，交流活动
便圆满结束。通过此次的交流，相信两校师生对
彼此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可增进彼此的友谊，拓
宽两校学生的视野，为今后更好的“走出去”打
下良好的基础。
◆ 与学伴一起分工合作完成星盘制作。

◆ 两校同学相互交换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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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 3 月行政历
31/03（日）
●

03/03（日）

10/03（日）

17/03（日）

24/03（日）

04/03（一）

11/03（一）

18/03（一）

25/03（一）

短假

●
●

05/03（二）
高中周会、初中会
● 初一ISO培训
● 我的大学生活分享会

26/03（二）
短假

●

06/03（三）

13/03（三）

20/03（三）

27/03（三）

留华高等教育展

全校紧急疏散演练

08/03（五）
●

自我探索培训课程
【初一信、义、和、平】
● 撰写个人简历与面试
技巧工作坊
● 人际探索培训课程
【初一忠、孝、仁、爱】

高中周会、初中班会
● 生涯下午茶之认识科系
与职业~工程师专之路
●

●

●

19/03（二）

●

07/03（四）

02/03（六）

初中周会、高中班会
● 高二级两性教育讲座
● 初中华语诗歌朗诵决赛

●

●

01/03（五）

12/03（二）

短假
高一至高三生参访
Putrajaya Federal Court

实施高三级“大学入学
考试中心兴趣量表”

09/03（六）
自我探索培训课程
【初一礼、廉、智、勇】
● 人际探索培训课程
【初一信、义、和、平】
●

备注：
●

18/03~22/03 Choral Speaking (Preliminary)

●

27/03~29/03 住校生自治会干部培训营

●

28/03~30/03 野外挑战营

●

14/03（四）

21/03（四）

高中华语辩论比赛
(开始初赛)
● 英国教育展
●

15/03（五）
●

高三级“大学入学考试
中心兴趣量表”讲解会

16/03（六）
2019年度家教协会员
大会暨第14届理事改选
● 人际探索培训课程
【初一礼、廉、智、勇】
●

28/03（四）
●

22/03（五）
自我探索培训课程
【初一信、义、和、平】
● 撰写个人简历与面试技
巧工作坊
●人际探索培训课程
【初一忠、孝、仁、爱】

短假

短假

29/03（五）
短假

●

●

23/03（六）

30/03（六）

高一社会服务(一)
高一理忠、孝、仁、爱
● 初一级天文学识营
●

●

短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