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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于6月23日（星期日）举办“2019年筹募清寒

子弟助学金义卖娱乐市”，以筹募清寒子弟助学金，落

实兴华师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提升身体力行，感悟教

育的效能，培养学生的办事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以及团

队协作能力和体现亲、师、生互助友爱，共同成长的精

神。自发动以来，获得各界热情响应，当天更吸引逾2万

人出席支持，场面壮观热闹，大会也成功突破320万令吉

的筹款目标！

96 档口人潮汹涌

623义卖娱乐市从上午8时开始至下午3时结束，吸引

逾2万人参与，人潮络绎不绝，校园各个角落挤得水泄不

通。当天共有96个义卖档，其中有62个食物档、33个娱

乐档及1个大会义卖档，规模甚大。除了大会档，每个班

级负责经营一个摊位，由学生自发组织及筹划、班导师

指导下，发挥班级特色，并为档口定下创意主题，如：

来智台湾、有点喜欢礼、薯于你的仁、爱哟妈呀、忠结

谢书捷（高三理爱）报道

2019 年筹募清寒子弟助学金义卖娱乐市
落实环保教育，展现向“兴”力

行动、无速不爱、Ball庇ball庇、义触鸡发、梦回沙

城、鬼魂杀等，尽心尽力为义卖娱乐市出一份力。各个

摊位为了吸引民众光顾，各显其招，发挥无限创意，变

装成钢铁人、蜘蛛侠、变形金刚、恐龙、轻松熊等，与

人群中走动，为民众带来欢乐。

陈伟后董事：义卖筹
清寒生助学金

家教协会主席暨2019

年筹募清寒子弟助学金义卖

娱乐市工委会主席陈伟后董

事于开幕礼致词时表示，“

兴华自1970年代以来，便

成立清寒子弟助学金以协助

经济困难的家庭把孩子送进

独中，近年来，为了补足助学金的不敷，学校必须从各

种途径筹措经费。”为了满足更多家境清寒家庭对助学

◆ 活动开场前众嘉宾进行鸣锣剪彩仪式，前排左起为兴华小学家协主席程晋强董事、兴华小学陈家福校长、雪兰莪州议会班达马兰
州议员梁德志先生、卢金峰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董事长、兴华中学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兴华中学苏进存校长、校友会主席余
安副董事长、陈祈福董事，及拿督陈尚成副董事长。

◆ 陈伟后董事

◆ 现场人山人海，吸引逾 2 万人参与，场面壮观热闹！◆ 参与大会剪彩仪式的嘉宾共有 130 人。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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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需要，校方决定举办义卖娱乐市筹募助学金，期望

透过众人的力量，协助家境欠佳而又有能力和意志向学

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他续称，兴华向来坚定地秉持“

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的信念，致力于提升学校硬体设备

及精进教书育人工作，为华裔子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

境。“我也深信，学生在参与义卖娱乐市筹款活动的过

程中必有所收获，通过社会实践，身体力行培养沟通与

办事能力，有助于增强对生活的体悟与自我增长，而这

正是时下21世纪青少年最需要的关键素养之一。”

苏进存校长：父母师长应以身作则

随后，苏进存校长致词

时表示，教育就是一棵树摇

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

灵魂，也是为人父母师长用

自己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来影响另一个生命，帮助孩

子在未来的生活中寻求自己

的幸福。

他说，独中是成人成才的学府，今天独中教育得到

社会普遍的肯定，非常不易，它是许多人长期奋斗，辛

◆ 苏进存校长

勤建设的成果，更是各界心血的结晶。

“为了补足助学金的不敷，也为了协助更多家境清

寒的孩子对助学金的需要，在董事会的主催下、由家协

承办、三机构成员、全体老师、校友、家长、学生、社

会人士共同完成一桩教育美事，凝聚众人力量，筹募清

寒子弟助学金以便协助家境清寒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他说，特别感谢各界热心人士慷慨解囊、捐献现金

与物品，汇集了大家的力量，才得以让今天的画面如此

感动人心。

大会剪彩仪式中，出席者包括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先

生、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校友、署理董事长卢金峰

先生、副董事长兼校友会主席余安先生、兴华小学家协

主席程晋强先生、中小学五机构联宜会主席陈祈福先生

及兴华小学校长陈家褔先生等三机构理事与热心人士。开

幕仪式结束后，众嘉宾投入义卖活动，共襄盛举。

推动社会环保教育

预防胜于治疗。在一个预期会制造大量垃圾的义卖

活动，我校不忘落实环保教育。623义卖娱乐市当天，大

会共安排了五个时间段，让学生进行环保回收工作。义

卖娱乐市于下午3时圆满结束后，各个班级需做好善后工

作，将垃圾与回收物品分类。此举有助于提升师生们的

◆ 我们兴华校友会准备的食物很棒哦！

◆ 同学们齐心将垃圾与回收物品分类。

◆ 义卖的食物和饮料，皆由师生及家长们精心准备。 ◆ 同学们设计的游戏，让人玩得不亦乐乎。

◆ 食物档口得到民众的鼎力支持。 ◆ 大会档口琳琅满目的产品，吸引了许多人光顾。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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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与环保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做好垃圾分类的

习惯，身体力行，用行动去实践环保工作，而不只是让

环保停留在“口号”和“理论”中。在大会的鼓励下，

前来参与义卖娱乐市的民众自行携带环保袋、便当盒、餐

具等，减少了垃圾量，齐聚为环保出一份力，令人感动。

大会安排接驳车及泊车场

当天，大会特别安排7辆贴有大会标志的载人客货车

充当接驳车，于指定地点免费载送民众，避免了泊车的

不便及舒缓交通拥堵的情况。大会也征得Regent私立学

校、崇德佛院、巴生惠安泉港公会及一私人地段为泊车

场供前来参加义卖娱乐市的公众人士泊车。我校童军及

◆ 同学们齐心将垃圾与回收物品分类。

◆ 二十四节令鼓精彩演出，为义卖娱乐市掀开序幕。

◆ 变形金刚的出没也引起现场骚动，众人纷纷拿起手机留影。

◆ 民众自行携带环保袋等，齐为环保出一份力。

志愿警卫团员（Rela）亦在现场协助指挥交通。

623义卖娱乐市的圆满落幕，建立在各方人士愿意承

担和对兴华教育的支持基础上。众志成城，涓滴成河，

兴华感恩有您！

◆ 同学们设计的游戏，让人玩得不亦乐乎。

◆ 游戏虽简单，却需眼明手快。

◆ 小朋友在户外玩射击游戏。◆ 机器车游戏吸引了小朋友前来玩乐。

2019年 6月号  HIN HUA MONTHLY 5



◆ 高二理义以《Joshua fit the battle》一曲，荣获甲组第一名的宝座。

郑敏甜（初三礼）采访报道

校园内悦耳的歌声流转，处处盘旋优美的旋律。为

发扬合唱艺术及培养艺术人才，我校课外活动处、音乐

科教研组与合唱团联合举办一年一度的班级合唱比赛。

比赛分为初赛与决赛。各个班级在初赛进行斗争，最后

胜出的18个班级，于5月21日（星期二）的决赛舞台一较

高下。

比赛分为甲、乙、丙三组，每两个年级为一组。而

每组各有6个班级进入决赛。此次比赛我校也有幸邀请到

3位校外评审老师对比赛进行评审工作。他们分别为邵伯

仁老师、柯永毅老师及李锡耀校友。邵伯仁老师毕业于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音乐系，曾向多位老师学修声乐、钢

琴与合唱指挥。他目前也担任多团指挥，并从事研究合

唱团的训练与指挥技巧。柯永毅老师于2005年就读UCSI

大学音乐系，主修声乐，副修钢琴。他曾在国外获奖无

数，现于多所学校及合唱团担任合唱指挥导师。李锡耀

学长毕业于兴华中学，随后到国外求学，曾向多位音乐

家学习声乐、指挥、作曲、编曲，是位全方位的音乐指导。

我校音乐老师许晓清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的比

赛与以往有很多不同，在选曲方面，各班都加入了许多

有特色的现代流行元素，风格迥异，甚至有班级比赛曲

目是自创曲。虽然准备的时间较紧迫，但依然可以看出

同学们对于比赛的认真和用心。今年许多班级的表演都

很有特色，唱的同时也加入了一些动作及以往没有出现

过的道具或打击乐器等，给人在视觉上有了更多的突

破和创新。演唱过程中，一些同学特别的音色也给评委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年的合唱是自由选曲，比较遗憾

的是选择华语歌曲的班级很少，英文歌曲则稍多，导致

甲组

第一名：高二理义 《Joshua fit the battle》 

第二名：高三文商平 《Beauty and the beast》 

第三名：高二理忠 《Everything I need》  

安慰奖：高三文商廉 《My heart will go on》、

        高三理孝 《别》、

        高三文商义 《How far I'll go》

乙组

第一名：高一理仁 《天空之城》 

第二名：初三勇 《Al shlosha d'varim》  

第三名：高一文商礼《A million dreams》  

安慰奖：高一文商智 《This is me》、

        初三平 《Al shlosha d'varim》、

        初三信 《今年夏天》

全校合唱比赛决赛成绩如下：

很多班级歌曲类型很相似，从而影响到表演的风格。她

强调，“合唱选曲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

歌曲才能把自己的优点展现出来。我希望在下一次的比

赛，同学们都能展现出属于自己特色、本质的表演，给

自己班级的合唱风格找出一个正确的定位，相信会有更

精彩的呈现。”

各班抑扬顿挫、节奏恰到好处的呈献，令人赞赏，

词意和情感拿捏也毫不逊色，同一首歌曲，不同的合唱

方式也频频为师生们带来惊喜。各班精彩的表现，也为

2019年上学期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2019 年班级合唱比赛

◆ 我校邀请 3 位校外评审老师对比
赛进行评审工作。左起为柯永毅
老师、李锡耀校友及邵伯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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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投入创造美好回忆
朱轩良（高一理仁，乙组冠军班级，指挥）

这次的合唱比赛，我们

只练习了一个多月，能够踏

入决赛并夺得冠军，让人出

乎意料。这首《天空之城》

是我为班上选的，因为歌曲

里有很多美妙的和音部分，

同时我个人也很喜欢这首

歌。练习过程中，我们遇到

了不少困扰，其中包括技术

上的问题。最难忘的回忆就是大家在学校假期期间回校

练唱，齐心协力，非常投入。我想对高一理仁说，非常

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里的配合，希望往后的活动，我们

都继续体现互相体谅及团结友爱的精神。

◆ 高一理仁以《天空之城》一曲，荣获乙组第一名的宝座。

◆ 初一廉以《快乐天堂》一曲，荣获丙组第一名的宝座。

丙组

第一名：初一廉 《快乐天堂》 

第二名：初二智 《夜空中最亮的星》

第三名：初一义 《大海啊,故乡》  

安慰奖：初二廉 《四季的问候》、初一孝 《青花瓷》、

初二孝 《明天会更好》

通过合唱传递快乐
黄欣静（初一廉，丙组冠军班级，指挥）

我觉得这次的合唱比赛很有意义，它不仅增加

了我们对合唱的知识，也让班上变得更加团结。《快

乐天堂》这首歌充满了快乐与梦想。我们希望透过这

首歌把快乐传播出去，

让大家一起做个有梦想

的青少年。合唱，单靠

一个人的努力，并不足

够，靠大家的努力与团

结才是胜出的关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付出的努力和时间越

多，收获越大，努力的

人永远不会被上帝亏待。准备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

了不少困难，不过非常感谢合唱团的学姐和音乐老师

的协助，让我们得以摆脱困境，从中学习，变得更

好。我也想感谢邱谊东老师，他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

到现场与我们一起练唱，指导我们，给我们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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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师生更加了解马来同胞的习俗文化，并体验

他们欢庆开斋节的氛围，我校国文科教研组与国文学会

于6月13日（星期四）第一次休息节在兴华园举办主题

为“Riang Ria Aidilfitri”的开斋节文化体验日。

当天，矗立在兴华园四周的火炬，由童军团同学点

燃，预示着今天活动的顺利举行。活动一开始，司仪首

先邀请师长们进场入座。老师们身着马来传统服饰，散

发着浓浓的开斋节气息。国文科教研组组长郑友老师致

词时表示，斋戒不仅仅是不沾饮食，更具培养品德教育

的深层意义，是一种在生理和精神上净化的方式。他也

希望能透过此次的文化体验活动，让师生学会包容与欣

赏不同的文化，尊重彼此间的差异，并加强与友族同胞

之间的联系。 

致辞完毕后，苏进存校长、副校长兼课外活动处主

任谢锡福师、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师、副校长兼

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师、副校长兼训导处主任李荣

兴师，连同两位国文科教研组组长李锦华老师和林秋虹

老师走到兴花园中央点燃自制的爆竹（Meriam Buluh）

。随着一声声的爆竹声响起，欢庆开斋节的欢乐感染了

王馨贤（高二文商智）、陈俐棋（初三平）采访报道

Riang Ria Aidilfitri 开斋节文化体验日

◆ 苏进存校长（左三）带领副校长及老师们点燃自制的爆竹，启动节庆序幕。左一起为李荣兴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
右一起为李锦华老师、林秋虹老师、许梅韵副校长及谢锡福副校长。

现场的师生。

当天的表演节目，包括：合唱团献唱《Meriah 

Suasana Hari Raya》。他们在歌唱时保持着笑容，身体

随着节奏摇摆，悠扬温婉的歌声让师生们听出了耳油；

舞蹈社会员展现马来民族的传统舞蹈。舞蹈员随着轻快

的音乐灵活地舞动，脸上热情的笑容也让在场的师生感

受到浓浓的佳节气氛。

仁爱广场设置了特展区让师生们回答关于开斋节与

马来民族文化的问题，师生们可在展示的壁报内容里找

出答案，在认识马来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能获得不少乐

趣。此外，国文学会同学也在兴华园示范马来传统美食

的制作过程，例如Dodol（马来麻糬）、Lemang（竹筒

饭）和Ketupat（马来粽）。演示过程，负责同学也会向

在场的师生讲解该美食的原料和制作过程应注意的事项

等。兴华园右侧也展示了马来民族常使用的香料、草药

等，包括Buah Keras(石古子)、Daun Kari（咖喱叶），

及Kunyit（姜黄）等。

上课铃声的响起为此次开斋节文化体验画下句点，

短暂的文化体验活动，让师生们对马来传统文化有了更

深一层的认识。

◆ 马来民族常使用的香料。

◆ 同学也在兴华园示范马来传统美食 Ketupat（马来粽）
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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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ng  memahami dan bertoleransi

李锦华老师（国文老师）

Tujuan Panitia Bahasa 
Malaysia mengadakan 
aktiviti sambutan Hari 
Raya Aidilfitri pada 
tahun ini adalah untuk 
guru-guru dan pelajar-
pelajar di sekolah kita 
lebih memahami dan 
mengetahui adat dan budaya kaum Melayu dalam 
sambutan perayaan yang meriah ini supaya etnik 
yang berbilang kaum di negara kita ini dapat hidup 
dengan lebih harmoni dan bersefahaman. Walaupun 
kami menghadapi tekanan dalam persiapan 
menyediakan aktiviti ini seperti khuatir aktiviti tidak 
dapat sokongan daripada persatuan yang lain serta 
risau akan hujan yang turun lebat pada hari tersebut, 
tetapi akhirnya segala aktiviti dapat dilangsungkan 
dengan lancar seperti apa yang dirancangkan. 

Untuk tujuan upacara perasmian sambutan Hari 
Raya Aidilfitri, kami mencipta meriam DIY sendiri. 
Kami megguna silinder badminton sebagai gantian 
buluh. Silinder badminton ini disambung supaya 
lebih panjang. Dalam silinder ini dilekatkan dengan 
sebiji mercun, sumbunya dikeluarkan melalui lubang 
yang kecil di bahagian hujung silinder badminton 
itu. Apabila mercun terbakar, meriam ini akan 
meletup.Untuk mencipta kesan letupan yang lebih 
menarik, kami menutup mulut meriam ini dengan 
penutup yang diikat dengan reben yang berwarna-
warni. Penutup ini akan melenting keluar apabila 
mercun meletup. Kesannya amat menakjubkan.

Aktiviti sambutan Hari Raya Aidilfitri sebegini 
telah diadakan sebanyak dua kali di sekolah kita, 

iaitu pada tahun 2017 dan tahun 2019. Kami 
berharap melalui aktiviti ini, semua anak Malaysia 
boleh saling memahami dan bertoleransi demi 
mencipta sebuah negara yang makmur dan harmoni.  
Akhir sekali, kami ingin meng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pihak yang bekerjasama 
untuk menjayakan aktiviti ini.

对马来同胞的文化有更深的理解
苏丽怡（高一理爱）

受到国文学会同学的邀

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让我

更加深入了解马来文化。当

天的合唱和舞蹈表演令我尤

为深刻，十分赏心悦目。兴

华园也有负责同学示范马来

传统美食的烹饪过程，这个

活动很有趣，建议下次主办

方可以准备马来传统美食供师生们试吃。这次的开斋节

文化体验日非常有意义，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马来民族

的文化，加深种族之间的情谊，希望来年可以再举办！

◆ 合唱团献唱《Meriah Suasana Hari Raya》，身体随着
节奏摇摆，悠扬温婉的歌声让师生们听出了耳油。

◆ 舞蹈社会员展现马来民族的传统舞蹈。

◆ 点燃自制的爆竹（Meriam Buluh）。

2019年 6月号  HIN HUA MONTHLY 9



“齐兴有尔”72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林筠晶（高二文商廉）、陈慧仪（高二文商勇）报道

6月14日（星期五），我校全体师生一同

迎接72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今年，主题

定为“齐兴有尔”，其中“齐”和“尔”分别

为“七”和“二”的谐音，而“尔”在古文中

有“你”的含义，就像是兴华正在对大家说：

有你们的团结齐心，才有今天的我；有老师们

的悉心教导，才有今天的兴华人。这也寓意齐

心的兴华，有你有我；齐心的兴华，因你因我。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致词时说，我校三机构

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对篮球场和新近

翻新的兴华园、年底的保安亭工程等等，投注

了非常大笔的经费，让校园更舒适，是兴华难

得可贵的福气。

此外，他也提及去年毕业的校友中，有26

人次取得中国北京大学、中国清华大学的录取

通知，是我校学术成就再次被世界顶级大学认

可的一个证明。他还告诉大家“齐兴有尔”的

另一层意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我们

拥抱在一起，一起努力，为兴华的进步指数再

造升高的佳绩！

苏进存校长致词时，勉励大家生活在高

科技时代，应着重在修身、养好自己。修身及

格，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发光发亮。修身及格，

生命的格局就有了。修身及格，才是我们全体

兴华人“把兴华办好”的最佳保证。而学长团

团长谢镇阳（高二文商智）则代表全体同学致

词，并向学校和老师们表示感谢，以及祝贺老

师们教师节快乐。

◆ 董事会、校友会、家教协会全体理事、正副校长、各行政主任、各科教研组组长、教职员联谊会正副主席、以及学生代表联合主
持切蛋糕仪式。前排左一起为颜建义董事、叶进来董事、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苏进存校长、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
卢金峰、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学长团团长谢镇阳同学、尤瑞泉董事、陈祈福董事及苏顺昌董事。

接着，高三同学代表全体同学献花给师长及献唱《教师颂》

、《以您为荣》。其后，我校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带领董事会、校

友会、家教协会全体理事、正副校长、各行政主任、各科教研组组

长、教职员联谊会正副主席、学生代表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筹委会主

席谢凯皓同学以及学长团团长谢镇阳同学上台，主持切蛋糕仪式。

上午9时半，庆典圆满结束，大会于仁爱广场准备了丰盛茶点，供师

长们享用。许多学生纷纷向老师献上祝福卡片和小礼物，并与师长

合影留念，场面温馨。

借此庆典，大会也颁发教职员服务奖，得奖名单如下：

◆ 同学们以感恩心献上康乃馨予师长聊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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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致词

勇于开拓与创新

我校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副董事长兼校友会主席余

安、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苏进存校长、各位三机构理

事、老师和同学们，早安。 

兴华中学72岁生日的今天，大家欢聚一堂，除了

满满的喜悦，也有不少对前人种树的缅怀。回首当年创

校筚路蓝缕，经历学生仅剩30余人的低潮，到今天教学

设施完善，设备先进，科技与人文教育并重的软硬体建

设，成为一所现代化、有内涵但又不失活泼的中学，办

学成效广获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这一点一滴、一砖一

瓦，都是历届董事长、董事、校长、家长、老师、校友

及学生共同努力下所造就。在此，我也特别要告诉在场

的每一位，我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对

篮球场和新近翻新的兴华园、年底的保安亭工程等等，

投注了非常大笔的经费，让校园更舒适，是兴华难得可

贵的福气！而在董事会之中，以尤瑞泉董事带领的维

修小组，也劳苦功高，相继完成许多校园硬体设备的建

设，特别感谢尤董事！人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但我们在乘凉之余，格外珍惜眼前的各种成就，因为

珍惜，精神抖擞往前迈步的志气更大。母校72岁生日的

当下，我以董事长的身份所作的省思，并与在场的全体

兴华人共勉，彼此借力使力，在学校72年稳健的发展基

础上，努力不懈，继续勇于开拓及创新，将兴华人的宝

贵精神财富一代接一代地，永续经营及壮大。 

今天适逢母校创校72年，佳音也四方而来。去年毕

业的校友中，有26人次取得中国北京大学、中国清华大

学的录取通知，是我校学术成就再次被世界顶级大学认

可的一个证明；我校照顾均才表现的办学理念也受获肯

定，于第26届陈嘉庚杯统考优秀奖取得特优成绩的高中

组银奖及初中组铜奖；于公共考试SPM的表现上，2018

年的考生有98%成功取得文凭，并且有8科的成绩皆取得

100%及格；校友陈嘉庆同学继去年代表马来西亚在北京

举办的天文物理奥赛中取得铜奖，今年再次获选代表我

国参加亚洲物理奥赛及欧洲物理奥赛，并分别荣获荣誉

奖及铜奖，为校，也为国争光；我校高二及高三同学刚

刚在6月举办的全国独中科学营团体表现优异奖中荣获

第二名，实作冠军、科学常识冠军，其中高二的林意晴

同学和高三的蓝克轩同学更分别荣获个人表现银奖及铜

奖，双双获选成为马来西亚华文独中代表，于八月即将

启程前往台湾参加吴健雄科学营。此外，我校也在国语

论坛C区比赛中取得季军，同时高三蔡恺苑同学也荣获最

佳论坛员的傲人成绩。这些，都是令人感到兴奋和感动

的成就，点点滴滴展现的是同学们的勤奋向学，也是在

快乐校园中才能成长出来的自信和面向世界的笃定。每

次踏进校园，总是接到兴华的同学有礼貌的问候。就连

校外嘉宾到来，也都屡屡称赞我们同学的谦恭有礼。兴

华的学生，你们是好孩子、好学生。我再说一次：你们

都是好孩子、好学生！恭喜兴华的孩子们！ 

而在快乐校园中辛勤耕耘的园丁，是智慧领导、勇

于承担的行政团队，也是劳苦功高、敬业乐业的老师，

你们传递知识，也以自己积极正向、不断精进提升专业

的态度和热情，感染同学培养知书达理的气质，带动和

促进了我们全体同学的良好学风。在这个属于兴华全体

老师的教师节，当下的掌声和光荣是属于你们的。我谨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及谢意，感谢苏进存校长领导的行政

团队和老师们，感谢你们，也祝福你们乐教，在兴华取

得你们教学志业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 

司仪同学开场时为大家解释今年校庆主题：“齐

兴有尔”的意涵。在我看来，这个主题也带出另一层意

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我们拥抱在一起，一起努

力，为兴华的进步指数再造升高的佳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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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苏进存校长致词

与时并进，开展全方位的均衡教育

尊敬的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先

生、副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林宽城、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

事长、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兴华中小学联委会主席陈

祈福董事、三机构董事、理事、各位资深前董事、各位

老师、各位媒体朋友、同学们，以及在陈开蓉大讲堂、

黄景裕讲堂的老师、同学，大家早安！

在校庆与教师节庆典上回顾过去，总有万般反思，

反思从四十年代的草创初期，五、六十年代的陷困低潮

期，七十年代的复兴，八十年代开始的建制巩固、发展

到近十多年的精进扩展，我们全体兴华人在历任董事

长、校长的带领下，师生的努力下，到底跨越了那些画

面的考验，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幸运的，兴华创校至今

的来时路，在我们反思及回顾的过程，不是零碎的想象

或猜测，去年四月开幕启用的校史馆，每份史料、每件

展品、每段录音，以及2017年编撰完毕的《风、雅、

颂》三册校史，清楚、分明地记录了每一位兴华人的努

力、经历过的低潮及突破。兴华72年的黄金时期，及时

让有分量、有深度的学校成长史立体化记录，让我们每

一位能经常性从中学习，这是许多爱惜兴华的各方面智

者共同建构完成的。在反思与回顾，在展望未来之际，

校史馆与校史的字里行间，都是我们全体兴华人学习、

不断鞭策自己的宝典。不忘初衷、不忘来时路，时时存

感恩心，是校庆的愉悦氛围中，更为重要的一种态度与

思维。

反思，也感到欣慰，因为三机构和谐互动的支持与

领导,以及积极正向、有共同愿景和使命的专业教育团

队，俨然已将兴华走在教育的新历史点上，并总是坚持

着“要做，一定要做得最好”的高瞻精神，让兴华人继

承并发扬了1947年兴华学生、老师和家长联合创校的精

神。这是兴华创校72年的岁月里，获得的最圆满祝福。 

再者，有谁想过，今天的篮球场所在位置，是50-70

年代的一片菜园？现在知道了，同学们可以想想在一片

菜园地弹跳投篮打排球的激烈动作，为何没让我们感觉

到一丝的不安？何其有幸，50-70年代开荒、耕耘兴华

的前辈们，今天还和我们在一起。在本校三机构永久总

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及三机构的

带领下，师生的教学天地没有菜园地带给我们的不安，

只有更安全、更完善的校园及软硬体设备，让我们得以

专心，做身为一名老师该做的教学精进、当一名学生该

扛起的勤奋学习。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

◆ 高三同学代表全体同学献花给师长及献唱《教师颂》、《以您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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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额出资赞助重建崭新的篮球场及美丽的兴华园，以及

将于年底开工的校园保安亭等重建工程等，用心之至，

令人动容。今天三机构在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的领导下，

也全心积极地提升学校软硬件建设，为家政及木工室，

为厕所、为宿舍的每个角落、为校园的精明电视和校园

网络，所操的每一份心，展现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勇气，

是我校全体师生可以沉淀及思考，我们正拿出、将拿出

什么样的反馈，壮实我们的思维、心灵与能力，来回应 

21 世纪对关键能力的要求？来回应人工智慧的波涛汹涌

中，我们尚能挺直身躯、理性兼感性地面向世界？回应

的方法很多，但最基础的答案，仍在修身、养好自己。

身体要健康、心灵要饱实，要事能理清，思维正向也存

大爱心，爱自己也用多赢的包容心照顾和自己在一起的

生命共同体。修身及格，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发光发亮。

修身及格，生命的格局就有了。修身及格，才是我们全

体兴华人“把兴华办好”的最佳保证，“这个世界正在

残酷地淘汰那些不愿意改变的人”，因此，全体兴华人

非常清楚在兴华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与时并进，开展全

方位的均衡教育，为同学们建构关键的核心素养以能经

营自身生命，并立足全世界，是我们坚定的信念。办好

兴华教育，打造独中

教育的国际品牌已然

成形，我们的同学近

年来不仅立足马来西

亚，更积极开拓国际

交流与学习，取得令

人惊喜的学习成果，

兴华的校园处处充满

生命的触动，大家都

可在不同的舞台展现

自身的才华，只有不

断丰富自身的涵养，同学们努力学习，老师们不断专业提

升，笃定实在的育人教书，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最后谨代表全体师生感谢董事会的领导，展现对教

育专业的高度理解及支持，如此大格局，是我们兴华人

的福气，感恩三机构用心付出，感激老师们在教育工作

上的用心投入，也期勉同学们珍惜年华，志存高远，创

造精彩，我们全体师生在兴华的天空下，是充满喜悦与

幸福的。祝福大家，谢谢！

◆ 英语教学中心全体老师祝福荣获服务奖的同事们。

◆ 校友林泽俊赠送生日蛋
糕，为母校校庆献上祝福。

◆ 我校全体师生及三机构理事一同欢庆 72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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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精彩万分的校庆表演

林筠晶（高二文商廉）、陈慧仪（高二文商勇）采访报道

6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时半，让人期待的校庆

表演正式开始。首先掀开序幕的是华乐团演奏的《The 

Avengers》和《小手拉大手》，令现场热闹沸腾。接

着是相声社呈献的《男男女女》，幽默的对话让现场的

师生们都快笑破肚皮了。此外，合唱团也为大家献唱《

信，致十五岁的你》，让大家听出耳油。扯铃社以荧光

扯铃出场，加上各种高难度的花式表演，赢得师生们的

热烈喝彩。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宗旨的二十四节令鼓队和

武术学会人才济济，分别为大家表演以战争为主题的鼓

乐以及耍出各种刚劲有力、出神入化的花式刀剑表演。

再者，舞蹈社也以帅气蓬勃的《青春季》让大家大开眼

界，各种婀娜多姿的舞姿赢得了热情的欢呼声。

吉他社的演出也毫不逊色，他们不但演奏，还为大

家献唱《Over The Rainbow》和《飞云之下》，悦耳动

听的歌声及奏乐让人享受其中，随着音乐节奏摇摆；口琴

社则演奏了《罗马尼亚狂想曲》。除此之外，吉他社和

口琴社同学也合作演奏了《Happier》。紧接着是由跆拳

道社带来武艺高强的表演，让人看得目不转睛，尤其是

蒙眼踢板的那一幕。再者，体育校队也呈献了综合体育

表演，各种运动方法都活泼地呈现在众人眼前。最后，

魔术社联合醒狮学会表演了《玄》，让大家时而感到隐

秘，时而感到惊喜万分。

12时40分左右，精彩的校庆表演圆满结束。

◆ 扯铃社以荧光扯铃出场，加上各种高难度的花式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喝彩。

◆ 舞蹈社也以朝气蓬勃的《青春季》让人大开眼界，赢得了师生们的欢呼声。

◆ 跆拳道社武艺高强的表演，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 吉他社和口琴社同学也合作演奏了《Happier》。

◆ 相声社呈献的
《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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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兴华72岁生日快乐
谢凯皓（高二理忠）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筹委会主席

我非常荣幸能够以筹

委会主席的身份带领筹委们

筹办本次的校庆暨教师节庆

典。今年我们的主题为“齐

兴有尔”，就如其诠释，

兴华，因为有多年来每一

位兴华人的无私付出，才会

有如今辉煌的“其尔”周年

校庆。今年的筹办当中，我

们做出最大的改变便是将舞台设计从手画纸皮换成了列

印在布条上。这是我们筹委会与校方在经过多番讨论后

所做出的决定。虽说布条的心意看似不及手画，但我相

信我们兴华人对兴华72周年的喜悦之情以及对全体老师

的感恩之心是分毫未减的。筹备期间非常感谢校方各处

以及学长团负责老师李荣兴老师的一切配合与协助。最

后，我再次祝愿兴华72岁生日快乐！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蔡宇恒（高二文商廉）

今年的校庆，令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扯铃表演，因为

今年的表演不同于以往，多

了些新意。表演者们高超的

技艺，让我看得目不转睛。

另外，我觉得今年校庆暨教

师节庆典的主题——“齐兴

有尔”特别有意义！兴华能有今日的成就，确实是因为

有各位前辈和老师们的付出。感谢他们的努力不懈，让

我们有机会在舒适的环境下学习，并享用优良的设备。

最后，我想对老师们说声教师节快乐，也祝贺兴华生日

快乐！

感受到浓厚的庆典气氛
吴姝莹（初三爱）

虽然我们初三生是在

陈开蓉大讲堂观看校庆暨教

师节庆典而不是在现场，但

还是感受到浓厚的气氛，表

演也都很精彩。在这里，我

恭喜学校步入第72年了，希

望学校能越办越好，创造百

年。此外，我也感激谢金聪师在兴华教导了数十年，没

有想过放弃。再者，我认为最赏心悦目的表演是跆拳道

社，证明了他们平常的努力没有白费。最后，我再次祝

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及兴华72岁快乐！

◆ 同学们趣味的表演，让台下老师们开怀大笑。

◆ 魔术社联合醒狮学会表演了《玄》，让大家时而感到
隐秘，时而惊喜。

◆ 武术学会人才济济，分别耍出各种刚劲有力、出神入化的花式刀剑表演。

◆ 二十四节令鼓队以战争为主题的鼓乐，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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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頒教職員服務獎，我們想說 ...

谢金聪老师

（在校服务40年）

感 谢 学 校 一 路 来 给

予我们鼓励和支持，让我

们可专注教学工作，把最

好的知识传授下一代。也

感谢董事部大力发展学校

软硬体设施，尤其注重教

师福利，也致力提升教师

学术水平，与时代发展接

轨，有助推动学校的未来

发展方向。

郑月圆女士

（在校服务35年）

由衷感谢一路走来35

载母校的师长、伙伴们的

指导与扶持，感恩。

黄英莲主任

（在校服务35年）

三机构无私奉献、教

职员敬业乐业、学生好学

上进，感谢所有兴华人的

付出与努力，同心协力成

就兴华。兴华传承华教和

育人的志业上有我一份力

量，我深感荣幸！愿母校

兴华永葆青春奋发！

郑蔡娣女士

（在校服务35年）

千 言 万 语 尽 在 不 言

中，以您为荣。

李庆福老师

（在校服务30年）

一晃三十载，希望自

己在待人、处事以及教学

上的成长会是1×30而不

是1030。身为一位老师，

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我

每天到学校来，是为了教

好学生，不是为了讨好学

生。” 期许自己一直以来

都能做到这点，也与同道

们共勉之！谢谢！

林玉莲老师

（在校服务30年）

教书育人 苦乐参半

美哉三十 不忘初衷

感谢有您 吾得精进

美哉兴华 予我成长

黄耀漳老师

（在校服务30年）

三十个春秋，踏越山

穷水尽，路窄行艰；

三十载岁月，迎来柳

暗花明，海阔天宽。

三十年一路走来，是平

凡的路，但不是平坦的路。

三十年在人世间只是

弹指一挥间，但在我的人

生历史长河中，却是漫长

而艰辛的路！

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三十年的教学生涯，我

脚踏实地、真诚教书育人、无怨无悔；虽然这个职业让

我清贫，但却让我感到了桃李满天下的幸福，这比什么

都来得实在，来得舒心。

末了，我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那一张张朴实的面孔，那一双双辛勤的
双手，为培育兴华的花朵而不辞辛劳的园
丁，在这荣耀的时刻，恭喜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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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爱云主任

（在校服务30年）

感恩，有您真好！

邝美玉老师

（在校服务20年）

陈如娟老师

（在校服务25年）

时 光 荏 苒 ， 转 眼 在

兴华服务已25载。一路走

来，苦乐参半，教书是我

从小的志愿，也是我的第

一份工作，也将是我的终

身职业。有人说教书是一

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兼

具各种挑战，但我始终认

为这是一个使命。虽已逾

退休年龄，但我还是会坚

守岗位为培育下一代付出

一点绵力，感恩有您。感恩学校给了我一个平台，让我

在教与学都能相长，教育路上，你我同行，一起加油。

Bunga mawar bunga melati,
Harum wangi di ruang tamu.
Rasa syukur terpahat di sanubari,
Membajai murid dengan pelbagai ilmu.

林爱心老师

（在校服务25年）

感恩有您，

让我的生命增添了色彩；

感谢您，让我的生命

发光发热 。

Thank You!

吴美玲老师

（在校服务20年）

二十年的生涯，二十

载的青春。如长江水一去

不回！

感恩当年郑校长给予

我学习的机会，感谢同事

一路来的指导、协助与扶

持，感谢每位被教过的学

生，让我教学相长。愿我

能有青藏高原的高度、平

洋的浩瀚，度余生。

许梅韵副校长

（在校服务20年）

廿 载 。 关 于 教 育 的

美，看到、听到、感受

到......礼赞！

《兴华知我心》

夜游沉入海底深渊        

兴华牌救生圈救我上岸    

晨运误入山崖森林        

兴华牌导航器引我返校    

忙碌时无期火炽盛        

兴华牌冷气机降我心温    

空闲时艺术情大兴        

兴华牌热气球送我上空

    

二十载

有莘莘学子陪伴

不知老之将至

服务奖

受宠若惊  感激不尽

更当

自强不息  因材施教

以仁爱    以专业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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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惠珍女士

（在校服务15年）

一把年纪，还能够为

校服务。我甚感开心。能

坚持这些年，因为我喜欢

这份工作，十分感谢兴华

的关照，愉快工作，工作

愉快，感恩有兴华。

汤菁绿老师

（在校服务15年）

由 衷 感 恩 ， 兴 华 这

十五载的阳光雨露，桃李

春风，滋养与培育。有人

说，“真正的教育应该能

够协助个人更趋成熟，更

自由开朗，能够生活在温

暖与关怀，慈爱和自知自

信的世界。”每一名学子

皆是蓄势待发的种子，每

一位老师何尝不是辛勤灌

溉的园丁，冀满园花开之

日，我们皆能日趋成熟，活得自由开朗，传递温暖与关

怀，在慈爱和自知自信的世界里，茁壮成长。共勉之。

Ms Malini

（在校服务15年）

15 years of service! 
I have never imagined 
I would come close to 
this many years in my 
teaching profession. Hin 
Hua High School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because I believe when 
we understand and enjoy 
our vacation, ultimately 
the next several years of 
work will pass with lightning speed.

Being honest my journey as a teacher here at 
Hin Hua High School was truly amazing as I was 
not alone. I had my ever supportive colleagues who 
walked along with me through the years and my 
upper management who provided unconditional 
support at all time. The entire journey was indeed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me here at Hin Hua High 
School even up to this moment.

Finally, a huge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management team of Hin Hua High School for 
making my life a truly meaningful experience as 
an educator.

Thank you.

（在校服务10年）

兴华是个拥有着人情

味的大家庭。一路走来，

校长、主任、同事、师生

们所给予的包容、关怀、

协助与相互成长是让我服

务至今的动力。感恩您

们，亦希望接下来我们能

一起携手并进。

吴佩芬老师

（在校服务15年）

不知不觉在兴华已有

15年。感谢学校董事与家

协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

学校提供的进修机会、同

事们的精神支持及学生的

乖巧贴心。因为您，我相

信我可以迈向服务第2 0

年，谢谢!

洪淑芬老师

（在校服务10年）

谢谢兴华。

谢谢教学路途中遇见

的每个人，每件事。

戴美君小姐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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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服务奖的教职员与三机构理事、正副校长合影。

洪福孝老师

（在校服务10年）

漫威十年了，我也十

年了。

看着学生一年年地离

开、进来，心里满是欣慰。

一 箱 箱 的 教 师 节 贺

卡，是时候换一杯珍珠奶

茶了。

感谢当时的老校长，

师生以及所有无论是否认

识的人，或许没有你们，

我就没有精彩的十年人生。

（在校服务10年）

KERJAYA sebagai 
seorang guru sememangnya 
penuh dengan liku 
dan cabaran. Guru 
memerlukan kesabaran, 
kecekalan dan ketabahan 
dalam mendidik anak 
bangsa agar mereka 
menjadi manusia berguna. 
Perjalanan selama 10 
tahun di sekolah ini 
telah memberikan banyak pengalaman yang manis 
berbanding pahit dalam kehidupan saya. Semoga 
perjalanan sata berterusan di sekolah ini.

Cikgu Vikneshvaren

面对讲台，背靠黑板，在时光长河里，老师，是

您把一个个知识，用辛劳汗水和智慧编织成无数

耀眼的光环！多采人生，师恩难忘！

因为您的一片爱心的灌浇，一番耕耘的辛劳，才

会有桃李的绚丽，稻麦的金黄。愿我们的谢意化

成一束不凋的鲜花，给您的生活带来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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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Forum Competition  
a Rounding Success

Reported by ELC

◆ Group discussion for the Q&A section. 

The annual Forum Competition for Senior 
classes organiz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YTL Hall on 16th April 
2019. The aims of this competition are to promote 
the use of English, encourage public speaking 
among students and create students’ awareness on 
current and social issues. 

All the Senior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forum in 
their classes as it is one of the speaking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are organised into groups to analyze 
certain topics, conduct discussions, write scripts and 
present during the activity lesson. It usually takes 
about 3 months to complete this comprehensive 
learning tasks. The three shortlisted teams from 
each level entered the finals, and they were awarded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prizes. Awards for the 
Best Chairperson and Best Speaker were also given. 

The finals provided the audience with various 
interesting and relevant topics ranging from 
everyday topics such as relationship problems 
among teenagers, to controversial topics discussing 
freedom of speech in society. At the end of each 

presentation, the panelists had to respond impromptu 
to one question posed by the judges. Besides testing 
the in-depth knowledge of the topics presented, this 
Q & A session also served a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participants to demonstrat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fluency. 

This year,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two 
external judges, Mr. Hafiz, the chief judge, who is 
the trainer for our school’s English Debate Club, and 
his counterpart, Mr. Vishal Sidhu, who is currently 
in the Core Debate Team for University of Malaya. 

Mr. Hafiz was generally impressed with the 
topics chosen, but also commented that certain 
panelists had more to say than others, which resulted 
in an unbalanced discussion. He also stressed that 
choice of words is very important as overly complex 
words may potentially cause the audience to be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and as a result, be 
unable to relate to them. All in all, he felt that our 
students did a great job, but 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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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Siow Terng Fong (S2 Adelaide)  
- Best Speaker

Honestly, this 
has been a very 
fun experience for 
me. There is some 
truth in the saying 
"It's the journey 
that counts, not the 
result", and I think 
this forum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inning is one thing, but being able 
to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is what I'll cherish the 
most, after all. I'm glad we got the result we wanted, 
but most importantly, my teammates are amazing 
people. I owe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to my mates, 
and would like to thank them for being the best peeps 
I know.

C h i e n g  H e r n g  E u  ( S 2  C a n b e r r a )  
- Best Chairperson

I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this without the 
encouraging words 
and help from Ms. 
Suchatra. Also a huge 
thanks to my dream 
team Nicole, Peh and 
Leanne – you guys 
are the best. This prize is definitely a boost for my 
self confidence in being a chairperson but still there's 
space for improvements. I will be back, stronger than 
ever. Thank you!

Here is the list of winners:

Senior One
1st Prize- S1 Canberra: 
(CP) Lee Ricson, (P1) Debbie Yuen, (P2) Ng Wei 
Ken, (P3) Avyce Heng, (R) Amanda Theseira, 
2nd Prize- S1 Melbourne: 
(CP) Wee Yoon Ler, (P1) Tan Hui Yi, (P2) Chua Li 
Earn, (P3) Emily Yang Cai Li, (R) Ong Ka Chun
3rd Prize- S1 Washington: 
CP) Tiw Kang Xu, (P1) Tee Ken Ho, (P2) Chan 
Jocelyn, (P3) Low Shi Yun, (R) See Jing Yang, 

Senior Two
1st Prize- S2 Adelaide:  (CP) Lim Jia Sheng, 
Joshua, (P1) Choh Yong Bin, (P2)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P3) Teo Ching Vee, (R) Gan Ming Hui 
2nd Prize- S2 Canberra: (CP) Chieng Herng Eu, 
(P1) Chua Leanne, (P2) Nicole Chan, (P3) Peh Wei 
Qi, (R) Christina Jia Xuan 
3rd Prize- S2 Canberra: (CP) Lai Zi Xuan, (P1) 
Kuan Kwok Yong, (P2) Lim Ying Chuan, (P3) Ng 
Cho Guan, (R) Chee Hoe Yin  

Senior Three
1st Prize- S3 London:  
(CP) Nicholas Chow Carson, (P1) Kam Sue 
Herng, (P2) Teh Song Chze, (P3) Belinda Tee, (R) 
Johnessen See
2nd Prize- S3 Berlin:  
(CP) Phang May Chih, (P1) Yap Hui Xin, (P2) Yong 
Huey Yee, (P3) Koo Shar Harn, (R) Chew Yi 
3rd Prize- S3 Berlin:  
(CP) Tan Le On, (P1) Lim Tse Kit,(P2) Ooi Zheng 
Hua, (P3) Calvin Lee Yan Kai, (R) Chua Rui Shun

Best Chairperson: Chieng Herng Eu (S2 Canberra)
Best Speaker: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S2 
Adelaide)

Tiw Kang Xu, Tee Ken Ho, Chan Jocelyn, Low Shi 
Yun, See Jing Yang (S1 Washington)  
– Third place, Senior 1 level

Firstly, we were honoured and delighte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the forum competition 
finals. We were very shocked and at the same time very proud to know that we had made it into the finals. 
We had n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internal competition before and it was quite an experience. All the groups 
that participated were really good as they used excellent vocabulary and gave an impressive performance. We 
learnt a lot. Although we got the third prize, we were happy as we had done our best and had practised for days. 
Lastly, we want to thank Ms. Menaka as she helped us with our script and gave us a lot of help and advice. It 
was definitely a good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all of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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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ader You Would Follow   
Leadership Workshop 2019

It was the first time ever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o organise a workshop on 
leadership. This leadership workshop was held 
with the aims of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a concept 
of leadership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leader, and 
giving practical tips and practices on how to handle 
situations. 

Ms Irin Tan, a young and vibrant speaker, 
expertising in areas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character building and leadership, was invited to 
be the trainer. Partnered with Ms Jolyn, one of the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members, Ms Irin Tan 
conducted the 4-hour workshop on 25 May 2019. 
The participants received a lot of inputs on self-
development and leadership skills during the first 
session, whereas they had group discussions and 
feedback during the second session.

Throughout the sessions, Ms Irin Tan injected 
a great sense of humour. She defined the essence of 
being a leader, gave real life examples, as well as 
shared essential tips on how to handle people well, 
and empower others in an interesting way. There 
were several activities that engaged the participants 

◆ All the participants posing for a group photo with the trainer, Ms. Irin and the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Ms. Jolyn and 
Ms. Chua.

and encouraged interactions among them and with 
the trainer.

The leadership workshop ended successfully 
with participants bringing a full bag of ideas and 
confidence of themselves being a potential leader in 
the future.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appreciation 
to Ms Irin Tan for her impactful workshop and 
participants for their att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Reported by ELC

◆ A group of participants presenting their case study.

◆ The trainer interacting with th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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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vin Yeo Ken Lym (S1 Adelaide) 
I have to 

admit that coming 
out on a Saturday 
morning to learn is 
difficult for me as I 
would rather lie in. 
Nevertheless, I am 
glad that I attended 
this workshop as 
the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I attained can't 
be easily found anywhere. Personally, I think 
that this is a workshop that is definitely worth 
attending because I have learnt about crucial 
abilities that a leader needs to acquire in order 
to succeed in society.

Tan Jia An  (S2 Ottawa) 
I was very happy because I 

had gained loads of tips on how to 
be a leader in this workshop. For 
example, we should always give 
people a warm smile because a 
smile makes those around us 
feel welcome, accepted and 
wanted. A person who has no 
mission, vision and decision 
can’t be a successful leader. I would also like to share with 
you a famous quote by John Boehner - A leader without 
followers is simply a man taking a walk. Lastly, I hope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will organize more activities  for 
us in the future.

图说兴华

国字型大楼建成后，原有的大操场面积虽然减少了一半，依然是同学们活动嬉戏的场所。
图为军铜乐队在草场上排练。

1983年兴华中学
文/ 徐威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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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亲师的交流，以及更有效地共同扶持孩

子的发展，我校邀请家长于5月24日（星期五）及5月

25日（星期六），到校领取孩子第一学期成绩报告表。

当天，家长陪同孩子一起与班导师交流，深入了解孩子

的发展和聆听孩子的心声，以便能引导孩子走向下一阶

段。24日当天领取成绩报告表的时间有两个阶段，分别

为早上8时至11时半，和中午12时至下午3时。

配合双亲节

为迎接家长的到来，各班的壁报以“双亲节”为主

题展出，让学生发挥创意，利用环保的概念来制作，使

家长和学生更加注重环保的重要性。同时，家长满意度

调查问卷也替换成网上填写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纸张

的使用量，当环保再献一份力。此外，我校于家长日当

天开放校史馆予家长参观，让更多人看到兴华校史的脉

动与精神，

周边活动更添色彩

另外，童军团配合童军周，在校园布置小型展览会

展示他们的荣誉与成就，并在现场售卖食物，展显出其

拉近与孩子的距离
李渊锦（家长）

通过这一次的亲师交

流，我看到孩子异于家中的

另一面。这也让我更了解孩

子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使我

可以更好地去支持他的发

展。这次是我第三次到校园

内，让我觉得很欣慰的是兴

华学生在等候电梯的时候都很有秩序和礼貌，对待长辈

时也都笑脸迎人，氛围十分融洽。另外，我认为学校实

行环保的观念很到位，这能让孩子们更珍惜自己所拥有

的，而不是肆意地浪费资源。我建议校方可以在家长日

这天举办更多能展现孩子们才能的活动。

李妍萱 ( 高二文商礼 ) 采访报道

家长到校领取成绩报告表 ~亲师交流日

能文能武的一面。大将出版社和新知图书也受邀在仁爱

广场举办书展，让家长与孩子沐浴在书海中，一起享受

亲子时光，同时培养校园的阅读风气。

◆ 家长陪同孩子在书展选购好书。

◆ 通过这个沟通平台，家长可以更了解孩子平日在校的学习表现。

◆ 童军团成员售卖食物。 ◆ 开放校史馆予家长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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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校内象棋个人锦标赛
温家乐（高一理信）报道

为了提高学生的棋艺与对国粹的兴趣，我校象棋学

会于5月22日（星期三）在小食堂举办校内象棋个人锦标赛。

当天共吸引40位热爱象棋的学生参加比赛。一番龙

争虎斗下，高初中组冠军分别由陈勇骏（高二理孝）及

许腾升（初三勇）夺得。

◆ 全体参赛人员合影。

提升棋艺
许腾升（初中冠军、初三勇）

这是我第二次参与校内象棋比赛，除了是对象棋有

兴趣之外，也想借此机会认识强大的对手，互相交流以

提升棋艺。中国象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有益

身心的活动，应加以推广。最后，我也感激象棋社举办

这次的比赛，我会做好充足的准备来迎接下次的象棋比赛。

如愿获得冠军
陈勇骏（高中冠军、高二理孝）

秉着坚持到底的精神，我终于如愿获得了冠军，真

的非常高兴。我认为比赛的乐趣在于通过棋子的走法引

诱对手跌入自己的陷阱，利用高超的手法扰乱对手，这

是16颗棋子的精髓所在。希望往后象棋社可以将比赛的

阵容扩大，让更多的高手可以相互学习和切磋。

高中得奖名单：
1. 陈勇骏（高二理孝）

2. 王安鸿（高二理孝）

3. 陈柏霖（高二文商礼） 

初中得奖名单：
1. 许腾升（初三勇）

2. 陈  昕（初三仁）

3. 陈毅恒（初三仁）

◆ 选手们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打败对手。

◆ 邱谊东老师颁奖给初中组冠军许腾升（左图）及高中组冠军陈勇骏 ( 右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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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
播出版

组参访

急救讲座 林楷泽（高二理孝）、

 郑敏甜（初三礼） 报道

接着，黄老师举出常见的身体不适现象。她提醒

道，同学们在活动过程中都应该要注意自己的伙伴有无

出现任何不适现象，若有则须立即寻求协助，以避免事

情恶化。她举例，昏厥的现象是面色苍白、皮肤冰冷、

短暂失去意识、手脚乏力或有昏倒的迹象。其解决方法

是疏散人群、保持空气的流通以改善流入脑部的血量，

并安抚不适者以让其呼吸系统恢复正常。若昏厥问题没

及时处理，可能会导致休克，而确认是否休克的方法就

是按压不适者的人中或是以指背去划胸部的胸骨体，若

不适者依然没有反应，则可确认已进入休克状态。

另 外 ， 中 暑 亦

是常见的不适现象，

可透过观察皮肤颜色

及体温来确认，泛红

且体温超过40度就可

视为中暑。其解决方

式与昏厥大同小异，

只是在处理相同步骤

后要使伤者的体温下

降，这可通过冰敷或

棉花沾水来完成。黄

老师也说明，若是遇

见哮喘病患者发作，

须赶紧找到他的吸入

器，若三分钟内哮喘

没有消除就再次使用

吸入器，超过五分钟都无效的话就必须赶紧送院治疗了。

黄老师也介绍学

校药箱内所备有的基

本药用物品，包括双

氧水、黄药水、温度

计、烫伤药等，同时

提醒大家若发现有同

学出现传染性疾病或

严重不适的情况，就

必须马上通知老师以便进行处理工作。最后，黄老师呼

吁大家要把这些急救常识分享出去，并对周遭时刻保持

警惕，杜绝任何可避免的问题发生。

5月23日（星期四），圣约翰救伤队于黄景裕讲堂举办一场急救讲座，由

黄佳雯老师主讲，针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和突发状况，如创伤、昏厥或中暑等，

指导学生基本的急救知识。各学会派出数名代表参与此讲座。

首先，黄老师列举不同的创伤类型，包括割伤、擦伤、裂伤、刺伤、戳

伤、和挫伤，并一一讲述各种伤口的风险，如戳伤可能伤及重要器官、擦伤拥

有极高的病菌感染风险等。因此，在面对这类创伤的处理时，其最终目的就是

控制伤口的出血、减少伤口感染的可能性及防止伤者进入休克状态，并在必要

的情况下将伤者送往医院就医。

在紧急处理伤口时，可简单地分为两种情况，即伤口上有无异物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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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的普及正逐渐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在

电子书唾手可得的时代，你是否愿意放慢脚步，找一个

静谧舒适的空间坐下来，重拾阅读纸质书本的情怀呢？

5月16日（星期四），我校大众传播出版组组员

在林卿卿老师和陈胜耀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坐落于吉

隆坡的缦阅思维（Mano Thinking）杂志图书馆。这是

大马首家杂志图书馆，设在家具店Timeless Design的

第三层，以复合式空间为设计概念，同时也是共享工

作空间和家具展示厅，当中有着空间活化的意义。

一拉开门，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杂志。热情

的馆长陈业润先生在这朴实温暖且充满书香气息的空

间里，向同学们一一介绍他所收藏的杂志。馆里的刊

物以英文、中文和日文杂志为主，类型多样化，有文

艺类、生活类、设计类、旅游类等等，许多在国内较

少见的外国杂志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图书馆目前只允

许读者在馆内阅读，部分杂志可现场购买，也提供代

订服务。

陈先生也与同学们分享设立此馆的初衷。他表

示，自己是一个喜欢文艺的人，因此想要创造一个空

间，结合文艺和生活，推广生活美学，让更多人可以

聚集在这里接触和交流。陈先生会在这里不定时举办

一些主题活动或讲座，提供平台予志同道合的人前来

参与，一起发掘生活中的美好，让身处繁忙城市的人

们有一个享受慢生活的空间。精彩多元的活动可以推

广空间，但陈先生也不忘他“纯阅读”的初衷，他希

望人们乐于使用这个宁静的空间，为看杂志而去，让

自己的身心灵充充电。

日常忙碌于学习或工作之余的你，不妨找个时间

来到这里，享受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大志杂志The Big Issue Taiwan》
（简称TBI）

此杂志是由台湾媒体大智文

创于2009年底取得英国The Big 

Issue授权后发行，于2010年4月

1日发行创刊号《愚人世代》，

随后每月1日发刊，杂志内容涵

括时事、社会议题、艺文及娱乐

资讯。其复制英国社会企业模式

经营，秉持着“授人以鱼，不如

授之以渔”的原则，透过特别的

贩售通路，提供街友及弱势族群

一个自食其力的就业机会，帮助他们重新取得生活主控权。

《周刊编集The Affairs》
2017年，由《The Big Issue 

Taiwan》发行人李取中再次创立

的新媒体，以报纸的形式每月发

行。该报以40版为基准，分成

3大部分：国际政经、文化及探

索，细项包括时事、产业、评

论、影视、体育、饮食、自然和

漫画等。头版不同于传统报刊，

皆以插画或摄影等视觉图像呈

现，风格较类似于周末报。

缦阅思维杂志图书馆
大众传

播出版
组参访

地点：54, Jalan Putra, 50350 Kuala Lumpur.

开放时间：11am-9pm

收费：1小时10令吉；超过1小时一律30令吉

会员费：每月100令吉

陈欣蜜、林捷婷（初三平）报道
◆ 陈业润馆长

杂志介绍 （整理自网络资料）

（Mano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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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冠、3 亚、1 季、6 殿
体育处 供稿

八路英雄于5月25日（六）逐鹿中原齐聚在吉隆坡

尊孔独中为雪隆八独中球类赛展开一连串斗智、斗力、

斗技的精彩较量。各校精英对这两年一度的赛事除了期

待以外，在赛场上也酝酿着一股敌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战

意，一场“球”林大战在所难免。

为期5天的体育盛会让各校的篮球、排球、羽球和乒

乓精英有个切磋交流、展技现艺的机会。各球队都带着

兴致勃勃、兴奋紧张的心情参与其盛，一心为校争光，

达至球队的终极目标。在场上，球员们拼个天翻地覆，

比得难分难解；在场旁，教练们纷纷暗地里斗智斗法，

见招拆招；在场外，啦啦队载歌载舞，你呼我喊，气氛

极之热爆。

为了让球员能以最佳状态应战，我校代表队伍在赛

前进行了三天两夜的备战营，在队型的整合、凝聚力的

加强、士气的提升等方面作出最后的冲刺。赛会期间，

校队们不分彼此互相鼓励喝彩，加油打气，也展现了高

度的团队精神和纪律，精神可嘉！

经过了数天的龙争虎斗，球赛总算圆满顺利的落

幕。一切胜与败，得与失已成定局。无论是酸，是甜，

是苦或是辣，球员们想必都有所体会，有所收获。大家

身体虽疲惫，可心底深处却已对来届赛会写下了一个约

定，兴华是我家、冠军靠大家的口号，誓言交出亮眼的

成绩单。

我校此次以鼎盛的阵容角逐所有的16个项目，并在

13个项目中榜上提名。其中有6支队伍勇闯决赛成功夺取

了3项桂冠。

战绩：3冠（女乙排球、男乙乒乓、女甲羽球）、3

亚（女乙篮球、男乙篮球、男甲篮球）、1季（女乙羽

球）、6殿（女乙乒乓、男乙羽球、女甲乒乓、女甲排

球、男甲排球、男甲羽球）

◆ 我校在 2019 年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中共赢得 3 冠、3 亚、1 季、6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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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我校成绩

乒乓

女乙殿军：农茹予（初一义）、李馷倪（初一平）、陈烨曈（初二

爱）、甘家瑄（初二礼）、谢俐琳（初二勇）

男乙冠军：潘柏霖（初一孝）、邹炜骏（初一礼）朱旭阳（初一智）

、陈士锦（初三仁）、林于捷（初三仁）、苏韦灵（初三和）、蔡启恒

（初三礼）

女甲殿军：邱慧贤（高一理忠）、黄翔筠（高一文商义）、林芷瑜

（高二理孝）、佳  璇（高二理信）、蔡婉莹（高二文商礼）、陈玉盈

（高三理忠）、徐子萱（高三文商礼）

◆ 女乙乒乓殿军。

◆ 男乙乒乓冠军。

◆女甲乒乓殿军。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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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甲羽球冠军。 ◆ 男甲羽球殿军。

◆ 女乙羽球季军。

排球

女乙冠军：杨佩瑜（初一爱）、詹子若（初二忠）、陈佳瑜（初二孝）、胡弘亦（初二礼）、叶静茹（

初二礼）、王于恒（初二礼）、叶静雯（初三忠）、廖芷琦（初三孝）、方颖颖（初三廉）、许瑞浠（初

三廉）、依  琳（初三智）

女甲殿军：吕立颖（高二理忠）、林慧婷（高二文商和）、张丝敏（高二文商平）、王韵怡（高二文商

平）、关颖彤（高二文商礼）、张芷珊（高二文商礼）、颜静雯（高二文商礼）、苏婧怡（高三理忠）、

吴若昀（高三理忠）、杨佩琪（高三理孝）、黄楷鈊（高三理信）、洪思琪（高三文商礼）

男甲殿军：夏佳鸿（高一理信）、陈必谦（高一文商平）、谢邦宇（高二理忠）、陈  毅（高二理仁）

、许权文（高二理信）、许惟顺（高二文商平）、陈兆伟（高二文商和）、李转德（高三理仁）、黄暐量

（高三理仁）、李宽杰（高三理爱）、郑义贤（高三理爱）、洪名骏（高三理信）

◆ 男乙羽球殿军。

羽球

女乙季军：周恩琪（初一爱）、许子瑶（初二勇）、李晓悦（初三和）、李芊燕（初一平）、林凯琳

（初三忠）

男乙殿军：马振尔（初一礼）、王耀斌（初二爱）、叶德耀（初二爱）、张吇辰（初三信）、李嘉丰（

初三义）、严宇翔（初三礼）、徐子斌（初三智）

女甲冠军：刘施妘（高一理孝）、赵乐盈（高一理信）、林一思（高一文商义）、苏芯乐（高一文商

和）、林宇纤（高一文商礼）、蔡婉萱（高一文商礼）、张芷悦（高二理忠）

男甲殿军：邱宗彦（高一文商平）、叶德昌（高二文商平）、郑靖霖（高三理忠）、张林昂（高三理

忠）、钟征峰（高三理孝）、幸子敬（高三理信）、张祖安（高三文商廉）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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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乙排球冠军。

◆ 女甲排球殿军。

◆ 男甲排球殿军。

Logo04

篮球

女乙亚军：黄曼宣（初一信）、杨恩惠（初一信）、曾楬珴（初一义）、黄绮温（初二信）、赵于萱（

初二义）、刘玮盈（初二勇）、陈艾嘉（初三孝）、邱子芊（初三孝）、黄曼盈（初三孝）、林雅雯（初

三孝）、朱芷莹（初三平）

男乙亚军：梁予恒（初二忠）、黄家熙（初二孝）、叶乃乐（初二爱）、苏宇航（初二礼）、林  喆（

初三孝）、张殷豪（初三爱）、黄嵩淯（初三信）、黄叙豪（初三信）、林德文（初三信）、刘建铭（初

三义）、黄宇贤（初三智）、郑子扬（初三智）

男甲亚军：颜凯杰（高一理信）、李伟宏（高一文商智）、颜瑞贤（高二理爱）、巫威翰（高二理义）

、曾法畯（高二文商和）、郭雳承（高二文商平）、苏庆轩（高二文商廉）、李威宏（高三理忠）、黄嶙

凯（高三理孝）、周建宏（高三理爱）、钟圣杰（高三理信）、张英亮（高三文商平）

◆ 女乙篮球亚军。

◆ 男乙篮球亚军。

◆ 男甲篮球亚军。

Logo04

Logo04

Logo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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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全国华文独中科学营
我校唱丰收，成绩卓越

林意晴（高二理孝）采访报道

5月25日至29日（星期六至三），在洪福孝老师的

带队下，我校派出8名代表前往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参加

第15届全国华文独中科学营。赛前，物理教研组组长黄

树群老师与领队洪福孝老师便要求我校代表同学针对本

届科学营的主题——“智慧创新，筑梦未来”，加强对

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各方面知识，同时也为“创意实作竞

赛”一项做好事前准备，包括实验模拟。在卯足全力与

用心筹备下，我校代表不负众望，于本届科学营中斩获

无数奖项，其中高三理孝的蓝克轩同学以及高二理孝的

林意晴同学也将于今年8月份代表我国前往台湾参加“吴健

雄科学营”。

个人表现优异奖（银带奖）：林意晴（高二理孝）

个人表现优异奖（铜带奖）：蓝克轩（高三理孝）

创意实作表现优异奖：黄瑞宏（高二理仁）、 

                      詹文康（高二理仁）

科学常识电竞赛表现优异奖：蓝克轩（高三理

孝）、林意晴（高二理孝）、颜怡春（高三理孝）、 

陈欣霓（高三理忠）

AI时代的到来，渗透了你我的生活，各个行业开始

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资讯的精确度，更减少了对人力的需

求。本届科学营主办单位以“智慧创新、筑梦未来”作

为主题，注重提升师生对AI的认识及探讨如何善用人工

智慧以造福人类，同时冀望同学们可以在AI发展的稳固

基础上继续创新，以关怀人类及全球问题为目标去开发人

工智慧。
◆ 颜怡春同学讲解海报内容。

◆ 兴华代表合影。

◆ 第 15 届全国华文独中科学营我校唱丰收。第一排左起为詹文康、林意晴、蓝克轩及颜怡春，第二排左起为许梅韵副
校长、生物教研组组长林玉莲老师、林如心、陈欣霓、邱欣怡、陈淑勤老师、物理教研组组长黄树群老师。最后排
左起为苏进存校长、洪福孝老师及黄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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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过程，累积经验
蓝克轩（个人表现铜带奖，科学常识电竞赛优异

奖、高三理孝）

能在此次科学营中取

得佳绩，完全超乎我预料。

比赛过程中，发生了许多突

发事故，如原本已经设计好

的创意实作模型在比赛当天

却没有表现出赛前准备时所

模拟出来的效果，但所幸

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影响，最终化险为夷。经过一连串的

活动，我慢慢地与组员们熟悉起来，也与他校代表互相

交流与切磋。我认为，参与科学营最重要的是去体验过

程，累积经验，若抱着强烈的求胜心，反而会造成反效

果，没有办法好好地享受及学习。

团队沟通的重要性
詹文康（科学创意实作优异奖、高二理仁）

赛前，我与伙伴们做

足准备，准备应战，希望能

在实作比赛中获得冠军。由

于不了解其他学校代表的表

现，我一直提醒自己要保

持“尽人事，听天命”的心

态，只要全力以赴，不留遗

憾就行了。分组活动中，团

队沟通尤为重要。个人表现

上，我应该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语言流畅程度，并且学习

长达5天4夜的营会期间，除了创意实作竞赛、科

学常识电竞赛、创意海报竞赛及大师对谈等固有环节之

外，也加入了许多知识性活动，如：观星活动、科普工

作坊、夜谈、科学讲座等。一如既往，本届科学营共邀

请3位专家作为大师演讲环节的主讲人，他们分别为：

演讲一 Human-Centered AI : Enabling Machines to Sense 

and Interpret Us

主讲人：李祈均教授（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副

教授）

演讲二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Diabetic Retinopathy 

Screening: Where are we now? Where is next?

主讲人：张书维助理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杜克——新

大医学院助理教授）

演讲三 台湾第一座零碳建筑—— 成功大学绿色魔

法学校

主讲人：林宪德教授（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系教授）

如何表达得更加清晰，让组员清楚了解自己的想法。这

次的科学营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希望自

己来年会以更优秀的状态去应对。

优秀表现值得表扬
洪福孝老师（带队老师）

我校学生于今年科学营

取得的成绩，我个人并不感

到意外。赛前几个星期，他

们都花了不少时间来讨论和

筹备，因此我觉得能够获得

这么出色的表现，是同学们

努力后的必然结果。在科学

营期间，同学们的身上都体现出“兴华人”的精神，那

就是努力、谦虚以及积极的表现。对于主办方的各种安

排都尽力配合，比赛过程中也很好地与其他学校代表沟

通，受到挫折时也会互相打气，展现了良好的团队合作

精神。这样的综合表现是值得表扬的。

同时，我借由带队老师的这个身份，有幸能够听到

几位大师的演讲，让我对人工智慧有更多了解。遗憾的

是，由于大师演讲环节的主体是学生，因此没有机会让

老师对演讲部分提出疑问。

此外，主办单位也十分尽心尽力，期间虽发生不少

小问题，但也能看到主办方立即针对问题进行调整和改

进，这点实属难能可贵。我认为需要改进的地方是，行

程安排不要过于紧凑，如果能够安插一些时间让营员及

带队老师反思和反馈，相信能够帮助营员更快地发现自

身的不足，收获更多。

◆ 林如心同学，邱
欣怡同学与组员
排练闭幕午宴的
节目表演。

◆ 闭幕午宴呈现表演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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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黄思贤老师 报道

生涯下午茶之认识科系与职业

～心理学与辅导咨商 讲座

4月9日（星期二），升学与国际事务

处举办“心理学与辅导咨商”讲座会，邀

请到郭富美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与

咨商心理学系主任、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

中心主任）与侯雯荔讲师（新纪元大学学

院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讲师）前来主持。

首先，郭博士向同学们解释，心理学

是研究人类情感、行为及认知的科学，主

要领域可分为咨商心理、人力资源管理、

教育心理、临床心理等。在我国，若要从

事咨商工作就必须持有专业执照。因此，

毕业于辅导与咨商学士学位或硕士的学

生，须向马来西亚辅导与咨商师局申请成

为注册与认证的咨商师，之后每两年申请

更新注册。学生毕业后可从事教学工作、

处理行政事务、咨商或进行研究工作等。

郭博士也和同学们分享她的日常工作

内容，包括教学、谘商、行政及研究。在

谘商工作生涯里，对她个人最有意义的事

有下列几点：

●  协助当事人认识自己，勇敢做自己；

● 协助冲突中的夫妻，找到共处的方式，

家庭成员在紧张的关系里可自在表达，让

家庭关系更亲密及成长。家庭对孩子的影

响是直接且深远，有需要的话，会邀请父

母一起做辅导，让孩子以及家人相互了

解，学习在支持性的环境中成长；

●  让不公不义的事浮出台面，如暴力／家暴、性骚扰／性侵受害者

及性少数者，勇敢站出来；

●  致力提升华社及国家的咨商专业水平。

接着，侯雯荔讲师分享道，在谘商工作生涯里，她感到最有成就感和有意义的事，是能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不

再需要及依赖咨商师或心理师。她回忆，过去曾在医院实习时，由于马来文发音及用词与当地人不同，导致她进行咨商

时无法理解当事人所要表达的想法，而感到非常挫败。但她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努力地学习当地习惯用语，逐渐克服语

言障碍，这是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最后，候讲师提醒同学们，在选择科系前必须深思熟虑，考虑自身是否适合此科系，不要仓促作出决定。

郭博士解释心理学与辅导谘商两个课程的差别：

◆ 郭富美博士（左）及侯雯荔讲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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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星期六），升学与国际事务处邀请到Methodist College Kuala Lumpur的 Mr. Joshua 

Johnson (Academic/Guidance Counsellor)于黄景裕讲堂举办一场“撰写Personal Statement”工作坊，让

学生了解个人简历的重要性及指导学生撰写具有个人特色的简历。

申请科系的原因及未来升学目标

● 为什么你想读这个科系?  

● 谁或是什么启发了你？

● 现在或过去的学习经验与你的选

择有何关联？

● 何时开始对该科系感到兴趣？

● 那些活动、经历或发现可证明你

有兴趣？

● 你希望在大学研究那些主题？

● 你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职业目标

是什么？

~ Personal Statement（个人简历）可以写些什么？ ~

个人描述

● 你是谁？

● 哪一些正向的特质对你未来

升学有帮助？

● 从参与课外活动、休闲爱好

及其他成就中获得了哪些技能？

例如：领导力、团队合作、沟通

技巧等技能。

选择大学的原因

● 为什么选择在此国家继续升学？

● 你选择到该大学升学的原因是

什么?

● 什么因素影响你的决定？（该大

学的教育质量／讲师／设施／课程

结构）

● 有什么好处和机会？

● 除了升学外，你未来还有什么

计划？

● 同一篇个人简历未必适用于所有国家或大学，因此

在申请大学时，务必详细阅读大学申请资料说明后再

开始撰写；

● 字数有限，撰写前需要先整理和编辑资料；

● 撰写时，需要举例证明所写资料属实；

● 切勿在个人简历中使用批评字眼；

● 避免叙述太多无关紧要的事，应聚焦在重点上；

撰写Personal Statement（个人简历）时需         的事项：注意

Personal Statement（个人简历）的                      ：

● 个人简历是学生在申请大学或奖学金时，需缴交作为审核资料的一份文件。

● 撰写个人简历时，需充分展现自己的个人特点，内容可提及申请科系的原因、个人兴趣与技能、未来升学目标等。

● 大学在录取或奖学金审核时，将全面综合考察申请者的条件来决定，而个人简历在整个申请资料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 

  地位（有些大学会以此替代面试，作为评价学生的重要依据之一）。

Personal Statement（个人简历）对申请者及大学在甄选学生上有以下         ：

● 缩短面试时间；

● 让申请者学习总结，抓住重点且聚焦在个人特点上；

● 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

定义与用途

● 切勿抄袭他人的个人简历，抄袭是一项严重的剽窃

行为，大学会查看申请者是否有抄袭，一旦被发现申

请者的资格将会被取消；

● 需再三检查语法、用字及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否恰

当；

● 不要拖到大学申请日期即将截止才开始撰写；

● 撰写完毕后，可以请身边的老师或家人阅读，获取

第三者的意见后，再进行修改。

好处

撰写 Personal Statement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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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岭南大学升学说明会

4月19日（星期五），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举办香港岭

南大学升学说明会，邀请该大学环球教育处胡轩瑜学术

交流主任前来主持。

首先，胡主任播放岭南大学的宣传影片，介绍岭大

及其独特之处。岭大是香港高等院校中历史最悠久的大

学，同时也是“亚洲十大顶尖博雅学院”之一。其办学

方针为培育学生慎思明辩的能力及创新思维，并能独立

思考、关怀社会及承担社会责任，使学生毕业后能在瞬

息万变的社会中追求人生目标。

岭大通过以下模式实践博雅教育：基础宽广的课程

设计、全面的校园住宿、紧密的师生关系，以及丰富多

彩的交流和课外学习活动。岭大开办的本科课程涵盖人

文、商学及社会科学三大范畴，其中70%的课程以英文授

课，课程内容包括通识教育及跨学科科目，以巩固学生

不同学科的基本知识。

除了正规课程，岭大也为学生提供全人发展学习

经验的联课课程——“综合学习课程”（Integrated 

Learning Programme）。岭大每年会举办超过400场ILP

活动，让学生发掘更多不同学习机会，也能从多方面

发展个人兴趣与技能。

岭大是香港唯一一所为本科生提供四年全宿的大

学。第一年，岭大会安排国际学生与香港学生同住，

以便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香港的文化与生活。岭大亦

强调师生间的相互学习，其师生比例为1：15，本科

生在大学4年间将被安排与一位导师合作策划每一学

期的学习目标，并提供援助。

岭大生可透过参加国际实习计划，在实际环境工

作接触不同文化，以获取宝贵经验。这些计划包括“

东盟实习计划”、“环球实习计划”、“美国迪士

尼世界暑期交流及工作计划”、“大中华暑期实习计

划”等。此外，约80%的岭大生有机会赴该大学遍布

40个国家的190多所海外伙伴院校，当一个学期的交

换生或参加暑期课程。岭大秉承“作育英才，服务社

会”的校训，为学生提供服务研习及其他服务社会的

机会，让他们与社区保持联系，帮助有需要的人。

此外，岭大也特设非本地生奖学金，颁发给优秀

的新同学。如果在学期间成绩优异的话，优秀生每年

可获颁全额奖学金，其中涵盖学费、住宿费及生活津

贴。除此之外，入读岭大后，成绩优异的学生还有机

会可以获得其他超过400项的各类奖学金。

最后，胡主任提到，非本地生毕业后可逗留在香

港12个月，期间无需觅得工作；而修读期间，非本地

生可以在香港实习，但不能超过一年。非本地生也可以

选择在校园内兼职工作，唯每星期不能超过20个小时。

◆ 香港岭南大学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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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美萱老师 报道

认识科系与职业：大众传播领域

参访Astro综合传媒娱乐公司与IACT College

为了让学生能够更深入了解大众传播领域及相

关工作内容，5月28日（星期二），升学与国际事务

处带领40位高中学生前往Astro综合传媒娱乐公司与

IACT College参访。

Astro综合传媒娱乐公司旗下的业务包括收费卫

星电视、电台广播、电影、杂志出版、艺人管理及数

码多媒体，MyFm、Melody Fm、Go Xuan、Hitz Fm都

是该公司司旗下的电台。

当天，由该公司公共关系部门的负责人Ms. 

Liana及Wan Li负责带领及介绍。我校学生分成两组，

分批参观电台的广播室、卫星天线及主控室。Ms. 

Liana说明，该公司拥有两个卫星天线，一个负责发

射，一个负责接收，将接收到的国外频道影片经修改

后再发送给每一家观赏。该公司也在Cyberjaya设立

了额外的卫星天线，作为交替作用。她提及，主控室

内的工程师需要每天24小时轮班，即使是公共假期仍

需要有人留守在主控室内，以确保每一个频道正常播出。

我校学生参观广播室时，受到Go Xuan电台《Go 

Xuan早早Play》的两位主播Jacky及Christal的热烈

欢迎，并邀请同学们入内参观。广播室内备有4架电

脑，每一台电脑都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其中包括接

收“call in”电话、播放音乐、资料搜寻及备用。

Jacky分享道，广播开始前，主播需提早15分钟

进入广播室做准备。他透露，听众们收听到的内容都

是主播们在10至15分钟前预录好的，以减少说错话的

机率。广播期间若有空档，主播们会互相讨论内容主

题或预录接下来的广播内容。

Christal表示，身为一名主播，最重要的四点

包括：一、清楚定位自己的风格；二、口语表达能力

要清晰；三、抓紧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及四、说话要

有自信。她表示，除了在广播室当主播之外，他们

也会到户外进行访问及主持活动，在不同的工作环

境中累积经验。参观完毕后，同学们启程前往IACT 

College。

◆ 同学们在广播室初体验开麦接受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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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IACT College，由该学院营员总监Mr. Lawrence

负责带领，为我校学生介绍大众传播学系及就读此科系

需要具备的条件。一般而言，大众传播学系可细分为6个

科系，其中包括公共关系学、平面设计学、广告与市场

营销学、活动策划学、新闻学以及广播与影片制作。Mr. 

Lawrence表示，选择就读大众传播学系的学生需要具

备能力与态度有：一、善于与别人沟通及连结的能力；

二、总抱持着好奇心面对周遭的人事物；三、充满热

枕、享受自己的工作并努力去完成。 

介绍完毕后，Mr. Lawrence将同学们分成9组，以“

可口可乐饮料“为主题，设计出一个带出“友情”讯息

的广告看板。开始前，Mr.Lawrence也提供了几种方法供

同学们参考，如:

● 以简单易懂的概念出发；

● 广告看板绝对不可超过7个字；

● 使用有趣的词语去介绍产品，吸引大众的目光；

● 运用周围的物品一同去完成；

● 加入科技的元素/设想立体形状的广告看板。

随后，同学开始讨论及设计自己的广告看板，完成后

再进行分享。Mr. Lawrence对于我校学生设计的广告看板表

示非常满意，并称赞他们非常有创意。最后，Mr. Lawrence

带领我校学生进行校园导览，参观该校的广播室、录音

室、摄影室、图书馆、健身房及游泳池等。一天的参访结 束，同学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及愉快的心情启程返校。

◆ Mr.Lawrence 为同学们绘制的广告看板进
行点评。

◆ 同学们分成9组，以“可口可乐饮料“为主题，
设计出一个带出“友情”讯息的广告看板。

◆ 感谢 Mr.Lawrence 无私的分享，同学们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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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Anglo-Chinese School（Barker Road）师生 

莅校交流活动

朱彩萁老师供稿

5月14至 17日（星期二至五），新加坡Anglo-Chinese School（Barker Road）（以下简称ACS）的师

生到访我校进行交流。这项活动旨在促进两校交流，透过互动及活动体验，让两国学生了解彼此差异，培

养两校学生的跨国文化意识。交流方式采学伴制（Buddy）,即我校44名主动报名参加此项交流活动的初三

及高一学生，三天全程采一对一方式陪同ACS的学生。

第一天：Desa Amal Jireh社会服务

5月14日（星期二），两校师生到访位于Semenyih 

的Desa Amal Jireh进行社会服务。Desa Amal Jireh（

以下简称DAJ）是一所受政府福利署承认与注册的非营利

福利组织，专门收留 6至20岁的孤儿，或来自贫困家庭、

受虐及被忽视的孩童，目前共有150位孩童在此接受生活

照顾及教育。当天我校领队老师为辅导处朱彩萁老师及

彭伟雄老师。

活动以分组方式进行。第一项活动是科学嘉年华

（Science Carnival），由ACS的学生策划，我校学生配

合准备实验，主导了多项实验如探讨生物与非生物的差

别、测试简单电路等，让13至17岁的DAJ孩子参与，透过

科学实验来了解科学原理。同一时间，另有两批同学分

别到图书馆整理图书和为一副壁画重新上色。

下午的竞技比赛（Telematch）环节，我校学生准备

了数项有趣活动让8岁以下的DAJ孩子参与。带领孩子们

玩游戏并非一件易事，因为8岁以下的孩子专注力非常短

暂，且容易受到其他事物吸引。尽管充满挑战与困难，

我校学生仍尽力控制场面，让活动顺利进行，为孩子们

带来欢乐。晚上的迷你音乐会（Mini concert），两校师

生精心准备的精彩演出，更把活动带到了高潮，现场气氛

十分热烈。

ACS的老师透露，该校的初三级学生都必须完成规定

的社会服务时数，旨在提升自我，抱持乐观心态，并学

习如何策划及执行活动，成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领导

人。她也补充，新加坡政府会补助学生参与社会服务，

且也规定学生在中学毕业以前，一定要完成规定时数的

社会服务。

◆ 让13至17岁的DAJ孩子透过科学实验了解科学原理。

◆ 前往位于 Semenyih 的 Desa Amal Jireh 进行社会服务。

◆ 在竞技比赛环节带
领 8 岁以下的 DAJ
孩子参与活动。

新 加 坡 英 华 自 主

中 学 【 A n g l o - C h i n e s e 

School（Barker Road），简

称ACS】于1886年创立，是4

年制自主中学，学生近3千，

是间男校，现任校长是王德进

博士（Dr. Ong Teck Chin）.

英华自主中学获得新加坡教育

部颁发卓越学校奖（School 

Excellence Award）以及杰出学

校奖（School Distinguished 

Award）这两个最高荣誉。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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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意晴（高二理孝）报道第二天：校园学习活动

5月16日（星期四），ACS的师生全天在我校进行学习与活动。

一大早的破冰游戏十分简单，同学们只需找出任务单中所指派的人物（即寻找与表中描述特征相符的

同学）。在几位同学的积极带动之下，同学们开始四处走动寻找搭档。破冰游戏结束后，两校学生对彼此

有了基本的认识，大家按照组别与各自的学伴会合，准备展开有趣又好玩的学习之旅。

学习活动1—— 
《小王子》导读会

学习活动2——武术课 ◆ 林卿卿老师带领同学们进入《小王子》的世界。

导读会由林卿卿老师带领。林老师以《小王子》书

中的插图作为引子，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带领两校师生走

入小王子的奇妙世界。另外，林老师还播放了一段《小

王子》的短片，轻柔的背景音乐激发了观影者的共鸣。

林老师也要求同学们分享听完故事后的感受，并为其感

受提取“关键字”。最后，再派代表抽取卡片，将“关

键字”跟卡片上的图画相结合，说出一段完整的故事。

阅读是件快乐的事，但阅读之余培养拮取信息、统

整信息和省思评鉴等能力很重要。毕竟，阅读是学习的

基础，也是转化知识为生活能力的过程。

◆ 杨国斌老师亲自指导两校学生练习中华武术。

经历了一场文学海洋中的遨游，接下来便是武术课，由我校武术老师杨国斌老师亲自指导。同学们换

上各自的体育服后，便转移阵地，来到科技广场，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许梅韵还亲自为到访者介绍我校武

术课的起源。

武术课中，杨国斌老师所教授的皆是我校武术课程的内容，其中包括：基本手法、防卫动作、团体大

会操以及让许多学生“闻风丧胆”的翻滚。在学习翻滚时，ACS的学生刚开始有点不习惯，几次练习后，大

家都渐渐放开手脚，大展身手。随后，两校学生还兴致高昂地来了一场翻滚大比拼，将气氛炒热起来。

◆ 两校学生兴致高昂地来了一场翻滚大比拼。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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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3—— 
兴华校史馆走看听

◆ 林坤贤老师为学生讲解入校史馆须注意的事项。

林坤贤老师与校史馆服务团的同学精心准备一份学习

单给每组同学，两校学生协力完成任务单。该学习单共有

15道选择题，皆与兴华校史有关，成功答对12题或以上的

同学就能够获得小礼物。活动过程中，校史馆服务团的同

学在一旁作仔细介绍。经过这番交流，两校学生都更充分

了解兴华校史。

◆ 校史馆服务团的同学在一旁作仔细介绍。

学习活动4——音乐课

◆ 许晓清老师分派核桃给同学们，为音乐课进行暖身。

音乐课由许晓清老师带领，指导两校学生击鼓。许

老师首先分派几个核桃给同学们，再指示同学们往面前空

旷的地面扔出核桃，并仔细聆听核桃撞击地面时发出的声

响。以此作为楔子，许老师开始讲解这堂音乐课的主要内

容—— 一首绛州鼓乐《滚核桃》。通过敲击鼓的三个部

分——鼓面、鼓边和鼓身来模仿核桃撞击地面时所发出的清

脆声响，奏成一首乐曲。

许老师耐心地为同学们进行示范，指导他们用手上

的鼓棒（或以笔代之）来学习正确的击鼓手法。俗话说，

音乐无国界。ACS的学生很快就融入音乐课的氛围。不多

时，音乐中心的鼓声此起彼伏，“咚咚咚”的声音绵延

不绝。经过一番练习，两校学生很快便学会这首简单的鼓

乐，随即与许老师一同演奏。这堂音乐课，对两校学生来

说可说是个全新的体验！

◆ 两校学生很快便学会这首简单的鼓乐，随即与许老师一同演奏。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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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Anglo-Chinese School（Barker Road）的同学们与我校天文学会成员相见欢。

学习活动5——书法课

◆ 李增注老师为同学示范书法窍门。

进行了一连串动态活动后，是时候让同学们静下心

来了。两校学生移步至墨艺轩，由李增注老师指导大家进

行书法课。李老师首先要求大家按照字帖进行临摹，待稍

微熟练后，再书写“兴我中华，任重道远”八个字。李老

师除了在现场播放教学影片，也亲自示范如何写出一首好

字。他苍劲有力的笔锋，让不少同学流露出崇拜的眼神。

学习活动6——天文活动

当天晚上，我校天文学会会员带领ACS的学生参观天文台及进行观星活动。活动开始前，天文学会会员的手机都安装

上名为“Star Chart”的应用程序，以使用该软件来引导ACS的学生实际搜寻行星或星座的位置。由于当天气象不佳，ACS

的学生无法使用望远镜观星，只能观测学校周围的地景。随后，ACS的学生集合到天文教育中心进行天文知识抢答游戏，

获得最高分的学生获赠精美星盘。

◆ 两校学生展示各自的作品。前排两位为 ASC 中学的
Mr.Mohamand Azhar（左）及李增注老师（右）。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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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新朋友
陈悦慈（高一文商勇）

非常荣幸能够参于这

次的国际交流活动，短短的

三天里，我结交了许多新朋

友。活动开始前，身为小组

队长的我需与ACS的学生视

讯一同讨论活动的策划，过

程搞笑而温馨，非常难忘。三天的交流活动，我们全程

陪伴ACS的学生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大家有说有笑，非

常投入。活动结束后，我们仍通过社交媒体保持联络，

他们都表示非常喜欢兴华，也非常想念我们这群热情的

朋友。希望校方往后能多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我一

定会再次参与。

打开眼界
彭伟雄老师（辅导老师）

带领两校学生进行社会

服务时，让我对ACS及DAJ有

了更深一层的了解。DAJ的

规模虽不小，收留了许多孩

子，但很多方面仍非常需要

外界协助。DAJ的负责人Ms. 

Florence也非常积极地邀请我校学生日后到那里去服务，

给予他们协助。此外，ACS的学生纪律良好，是值得学习

的地方。通过此次活动，两校学生除了在策划活动上有所

获得之外，也增进了彼此的友情，是个很不错的体验。

5月17日（星期五），我校学生与ACS学生到巴生

皇城老街进行参观，借此了解巴生的历史文化。

当天一早，大伙儿在巴生火车站集合，进行简单

的流程讲解后，两校学生分成八组，分别去到不同地

方参观，其中包括全马著名的小印度、拥有逾百年历

史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巴生消防局及巴生火车站、富

有特色且三大民族齐聚的中国酒店、苏丹阿都阿兹斯

皇家展览馆等。每抵达一个景点，学生将会进行不同

有趣的任务，亲身体验大马人的生活文化。

走访活动结束，也意味着此次的国际交流活动

来到了尾声。欢送仪式在我校科技大楼5楼进行，两

校学生互相交换礼物及拍照留念，带着依依不舍的

心情，结束了此次交流活动。短短三天的交流，让两

校师生对彼此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增进彼此的友

谊，拓宽两校学生的视野，收获颇丰。

巫美萱老师报道第三天：巴生皇城老街走访活动

1

2

3

4

1. 巴生邮政局

2. 巴生消防局

3. 巴生火车站

4. 印度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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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 5&6月份：如何与大自然和平相处

与               结合的运动，
你有兴趣吗？

郭颖瑜（高二文商廉）报道

配合图书馆“如何与大自然和平相处？”主题书展，6月11日（星期二），图书馆举办一场分享会，邀请李锦华老师

和陈胜耀老师前来与师生们分享他们的户外运动经验。

首先，由陈胜耀老师进行分享。陈老师表示，大学毕业后的那段时期，身材较为肥胖，当时因为独自一人在台北租

房，没有舍友的生活很无聊，于是他决定踏上减肥之旅，从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变成马拉松爱好者。他提到，当时为了让

自己有动力去跑步，常常都会买一些很紧的裤子，以此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减肥，这个特别的激励方式让在场的师生忍俊

不禁。陈老师说，开始时确实是很痛苦，但他告诉自己不要半途而废，要坚持下去。当他获得人生中第一个路牌奖牌后，

他便有了更多动力。陈老师边分享他精彩的马拉松之旅，边将他所获得的奖牌让大家传阅，并鼓励大家不要被“我一定跑

不动”的消极心态阻碍，勇敢踏出第一步，或许就能发现自己的潜能。陈老师分享道：“是‘坚持’让我爱上了跑步，虽

然过程辛苦，但是每当我达成目标，获得的成就感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坚持下去。”

接着，李锦华老师分享他的爬山经验。由于受到《倚天屠龙记（现代版）The Call of High Mountains》(旅游记

者陈美枫著）这本书的启发，2015及2018年，他曾与几位朋友结伴到被誉为“徒步者的天堂”的尼泊尔的安娜普尔纳山

（Annapurana）去徒步。安娜普尔纳山是世界第十高峰，位于尼泊尔中北部的喜马拉雅山中段，“Annapurana”在当地

语言中有“粮食供给者”或“收成之神”的意思。安纳普尔纳环线沿途有很多客栈提供休息和用餐，经过多年的发展，已

成为一条成熟的徒步路线，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前往。李老师一行人以徒步及乘搭四轮驱动车子的方式，花费9

天的时间，完成了海拔4000米的登山环线。他透过照片展示旅途中的点点滴滴，生动地与大家分享登山过程的趣事，同

时不停地赞叹大自然的漂亮景色，勉励大家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亲自体验一番。他认为，爬山是一项适合各年龄人士的运

动，它不仅可以让大家和大自然接触，还可以训练大家的毅力，因此鼓励在场的师生勇敢做出尝试。

通过这场有趣的分享会，相信有更多师生对户外活动产生了兴趣。周末空闲时，大家可以约上家人或三五好友，去

爬爬山、跑跑步，走入大自然中，感受它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

◆ 出席分享会的师生们合影。 ◆ 陈胜耀老师 ◆ 李锦华老师

图书馆主题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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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锦华老师

2015年及2018年，我曾到尼泊尔爬山。尼泊尔位于中国与印度之间，世界上14座海拔超过

8000米的山峰，其中8座就位于中尼边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其中包括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大

片高山深谷使尼泊尔交通极度不便，造成其贫困落后，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世界各地登山

客最向往的“朝圣地点”。尤其是在1948年尼泊尔政府为各国游客开放后，旅游业迅速崛起成为

尼泊尔的最大经济来源。到尼泊尔旅游的世界各国人士中，有80%是为了境内的高山雪域而来的。

由于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生态旅游业近来颇受欢迎，远离人类的居住环境，深入大自然，成了许多人向往的旅游方

式。尼泊尔的高山雪域，把世界各国的爱山人士吸引了过去。这里拥有两大优势：一、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山径并不是特

地为爬山客维修，而是世代散居于山区的村民的往来通道，因此登山客在欣赏一路上壮丽景色的同时，也有机会接触不同的

山地民族文化，使爬山行成了集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的深度游；二、在尼泊尔旅游，费用低廉，是背包族的最爱。

走在尼泊尔蜿蜒崎岖的山径上，从一个山村走到另一个山村，看皑皑雪峰在前方引路，听浩瀚激流在悬崖下咆哮奔腾，

一切都是那么祥和，让人忘了世俗的烦恼。沿途除了欣赏美丽的景观外，还会看到许多动植物。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它们，

别轻易侵犯，因为它们都是大自然的瑰宝。在旅途中学会欣赏、放下、忍让，甚至是尊重和包容差异，就犹如人生所碰到的

种种人事，无论喜欢或不喜欢，我们有时须忍让，不与人为敌，这样

人也会活得较开心愉快。

爬山前，我们必须准备足够的补给、配备，平常也必须多锻炼。

少了这些准备，目标就难以达成。唯有多自我准备，这样才能走得更

顺利。爬山犹如人生的奋斗旅程，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走过的路负

责，一步一步往山顶挺进，达到人生目标。每一次成功攻顶，犹如达

到人生最终目标，心情愉快无比。这也告诉我们，上山途中的苦只是

短暂的过程，只要有毅力，最终会苦尽甘来。同学们，在我们的求学

过程中，何尝不是如此？

爬山是我的人生乐趣

文 / 陈胜耀老师

从跑步中学会与大自然相处

2015年的夏天，刚参加完大学毕业典礼的我，独自待在台北市士林的房间，思考着升研究

所前的半年时间，该如何计划与安排。看着自己日渐变胖的身躯，不喜欢运动的我，决定开始

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到附近的河滨公园晨跑。

因为政府的妥善规划，横跨台北与新北市内河岸两侧，建设了长达数十公里的跑道，许多

马拉松活动，都选择在河滨公园举办。无论是早晨或夜晚，都有许多的跑者在路上。早晨的河

滨公园充满朝气，以中年与退休人士居多，彼此擦肩而过会以高亢的声量问好。而夜晚，则显得宁静，河堤似乎把城市的喧

闹隔成两个世界，有的只是晚风萧萧，连缓缓流动的河也都不敢发出声音，担心干扰了树上栖息的鸟。

如此宁静的河滨公园，似乎具有一种魔力，在心情低落的夜晚，独自一人到这跑上数公里，聆听自己急促的呼吸声，感

受心跳的频率，让风把身上的汗水吹散，一切的不愉快立即消失。这是与大

自然相处所带来的愉悦。

回到大马后，因城市规划的不同，在雪隆一带能够跑步的地点，大多为

湖滨公园或社区公园等，难有沿着河岸长跑数十公里的体验。我国的布城，

因道路宽敞，成多数马拉松活动的场地选择。有次参加马拉松的经验，起跑

时便已倾盆大雨，起跑后更是雷雨交加。跑在布城宽敞的道路上，雷电仿佛

就劈在身旁，雷声震耳，好不惊险。这次经验，也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

开始跑步之后，生活上许多细节在逐渐改变，包括体态、生活的自律、

人缘等，学会与大自然相处，也是跑步带来的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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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 5&6月：如何与大自然和平相处

到 Bukit Gasing 去爬山！
Bukit Gasing 位于八打灵再也，是一个
被民宅包围的森林公园（自然保护
区），范畴 100 公顷，最高达 160 米，
原先是橡胶园。整个公园规划整齐，
设有健行步道、吊桥等，登山难度较
低，非常适合爬山初学者，风景也不
错，是当地民众喜爱的热门登山地点。

教职员联谊会出游活动

配合图书馆“如何与大自然和平相处”主题书展，我校教职员

联谊会、图书馆与资讯出版组于5月22日（星期三）公假当天联办

爬山活动，带领28位教职员前往加星山（Bukit Gasing）感受大自

然，暂时脱离繁忙的城市与工作，一同度过活力满满的早晨！

当天的领队为严伟扬老师、李锦华老师和黄才扬老师。教职员

们于当天早上6时半从我校出发，抵达时已天露初白。大家在山脚下

做了简单的热身活动，就“众志成城”地往山顶上攻去！由于团队

内有老有少，领队严伟扬老师先带领大家走一条难度较低的山路。

当天天气晴朗，大家有说有笑，有序地跟着大队一同前行，更有科

学老师用手机拍摄沿途的植物，打算回校后作为教学参考，并笑言

这里是个很好的户外教学课堂。黄才扬老师提到，该座森林公园主

要由当地居民进行维护工作，过去政府有意开发此地，但因居民们

的抗议而得以保留下来，成为雪兰莪区少有的绿肺之一。

整个过程耗时1小时，大家汗流浃背，但仍意犹未尽。参与活

动的教职员都表示喜爱这项户外运动，纷纷希望联谊会于下半年再

次举办类似的活动，挑战更具难度的山峰。活动结束后，教职员们

到邻近的茶餐室享用早餐后便返校，户外爬山运动圆满成功。

◆ 教职员于 Bukit Gasing 入口前合影。

◆ 出发前先做伸展运动，再来聆听领队严伟扬老师，李锦华
老师和黄才扬老师的出发前小提醒，然后准备出发咯！。

林倖伃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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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民主

作者：杰森 ∙布伦南(Jason 
Brennan)

推荐者：陈胜耀师

↘ 推荐语

我们一直被灌输“民主是普

世价值”，但本书作者却举

证说明，民主不是最好的制

度，不在每人一票，获得投

票权是有门槛的，称为“知

识菁英政治”，不让无知的

选民危害民众/国家。然作

者也有补充说，可能“知识

菁英政治”未必是更好，因

还未实践过。但本书内容，

是从新的角度检视现有的民

主制度，更值得推荐给学生的

原因，是从阅读本书，能培

养、训练我们的思辨能力。

↘ 图书简介

在这价值混乱、制度失衡，

民主神话即将破灭的年代人

人都应该要有投下神圣一票

的权利，错了吗？民主其实

很无能？

困顿之人

作者：大野更纱

推荐者：陈思凡师

↘ 推荐语

在恶疾面前展现惊人的

求生意志。文美幽默，

自嘲又批判社会福利

制度，却不刻意沉重。

↘ 图书简介

活着虽然痛苦，却又

光怪陆离。这是存活

下来的我，在惊涛骇

浪中渡过的一年，还

有在这一段奇妙的旅

程中，体悟的爱与被

爱，及人与人之间的

关怀所累积下来的点

点滴滴。

最后晚餐

作者：千川

推荐者：陈谙星师

↘ 推荐语

虽是轻小说，但内容却非常

的沉重。其对死刑的探讨，

对生命价值的讨论，对社会

现况的批判，非常值得我们

去深思。透过一本一个死刑

犯的故事，在不同人的角度

下讨论这废死与否的议题，

总是能带出新的视角，新的

观点。

↘ 图书简介

如 果 酒 后 吐 真 言 ， 那

么......死前呢？既有其

生，必有其死，故食亦有所

终。食物，延续生命最不可

或缺的要素，世人却无法知

晓，自己的最后一餐何时到

来、会是什么。

做人要好心，不是
好欺负

作者：绪方俊雄

推荐者：彭伟雄师

↘ 推荐语

现今社会被称为好人好像

已经不再是一种称赞。究

竟为什么一个褒义词如今

会变成贬义词呢？那我们

又应该如何不让自己成为

大家口中的“好人”呢？

↘ 图书简介

舍不得，是无底线的“

自残”。无止境牺牲，

最 后 没 人 会 心 疼 。 毒

亲 的 情 绪 勒 索 、 火 爆

情人的控制欲，该如何

摆 脱 ？ 权 威 临 床 心 理

师郑重提醒──“ 好 人 

”不是美德，是一种心

理病！

老师推荐好书
书籍的流动有赖于读者的求知欲、好奇心，图书的能见度则需

要爱书人的推荐与分享。图书馆诚意邀请老师推荐书籍，让我们共

同分享阅读的喜悦。透过阅读分享，召唤与你相同频率的爱书人！

◆ 图书置放在图书馆前厅“老师推荐图书”专柜上，欢迎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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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本期月报的义卖会报道，是否感到

意犹未尽呢？别担心，我们还会推出《623义

卖娱乐市特辑》！

筹备义卖会的点点滴滴、义卖会当天

的难忘回忆，都是我们期待记录成文字的素

材。月报广邀师生针对义卖会过程中令你感

到刻苦铭心/成就感很大/深刻领悟的经历或

经验，写成一篇不超过500字的文章进行投

稿！

作品一旦录取，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

《623义卖娱乐市特辑》中，共同建构你我独

特的集体记忆录。

请于7月26日前，写下你的感想，电

邮至hhmonthly@hinhua.edu.my 

欢迎踊跃投稿！

623 义卖会的集体记忆录 
征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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