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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彼此的学习生涯，涂上缤纷色彩。

每位学生都是一支独特的颜色笔，
2020年新学年再聚兴华，

学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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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学年班导师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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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莉
真
老 
师

地理教师
学历： 台湾世新大学 

     【新闻系】

林
志
康
老 
师

教务处助理、历史教师
学历：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历史系】

郑
帏
衔
老 
师

化学教师
学历：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化学系学士】、 

     【化学系硕士】

张
可
俐
老 
师

English Teacher
学历：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UTAR) 【Bachelor of  Arts 
(Hons) English Education】

Jagvinder 
Kaur

English Teacher
学历： University of Industry  Selangor  
 (UNiSEL) 【Bachelor in Education   
 (TESL)】

English Teacher
学历： University Tun Abdul Razak 
(UNITAR) 【Bachelor of Education 
(Language) Honorus】

刘
姗
霓
老 
师

科学教师
学历： 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科学教育应用学系】

张
嘉
俊
老 
师

华文教师、班导师
学历： 浙江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系】

王
怡
婷
老 
师

华文教师、班导师
学历： 金宝拉曼大学 

     【中文系】

Dlina 
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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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师加入

教育工作团队！ 颜
扬
钊
老 
师

兼职美术教师
学历： The One Academy 
           Diploma in Illustration,
     【Movie and Game Art】

林
紫
绫
老 
师

训导处助理
学历： 台湾长荣大学 

     【健康心理学系】

陆
勇
志
老 
师

数学教师
学历：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 

     【物理系学士】、 

     【天文研究所硕士】

郭
靖
轩
老 
师

商科教师
学历： 巴生兴华中学

     【高中毕业】

曾
子
晴
老 
师

科学教师、班导师
学历： 巴生兴华中学

     【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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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仪（高三文商义）报道

1月3日（星期四），我校全体师生及董家

教、校友会三机构理事齐聚一堂，于朝阳堂、

黄景裕讲堂以及陈开蓉大讲堂三地同步进行一

年一度的始业式，为新学年掀开序幕。在这充

满新气象的开学季中，我校迎来663名初一新

生，共开12班，全校学生总人数为3639人，开

71班，比去年同时期增加近100人，创历年新高。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致词时表示，我校董事

会于去年年终假期完成了宿舍第2阶段的提升

工程，也整修了家政室、工艺室、英语教学中

心及4楼办公室，以提供师生更好的学习与工

作环境。同时，我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

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延续本校永久荣誉董事长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的精神，全额赞助

翻新校园前后、餐厅及停车场走道。

他提到，我校2019年统考生在各科的表现

都脱颖而出，初中及高中统考平均及格率分别

为99.40%及99.07%，共26人次荣获全国各科十

大。其中有23位高中统考生考获全科A，139人

取得5A或以上的佳绩，可见师生的努力及用心

都得到了收获。

新希望、新要求

苏进存校长致辞时则提到，全面贯彻教育的八大核心素养以及

栽培有全方位自主发展素养的学生，是我校坚定不移的方向，营造

良好的教风、学风及校风是我校的传统，全体师生必须共同努力维护。

他也提出几点希望及要求，第一项为明确目标，努力学习，

劝勉师生无论是在学习、生活或是工作中都要有一定的目标，才有

动力去努力。第二，养成习惯，自觉自律，苏校长引用了世界上第

一位进入太空的英雄——加加林的故事，带出成功与优秀源自于自

律的道理，劝勉大家时刻谨记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及其重要性。第

三，有礼有序，才德兼修，在校的每一位应倍加珍惜和爱护校园环

境及教学设备；同学们应在我校多元学习生涯中发挥潜能，并且做

到才德兼修，以为学校及社会提供良好示范。他强调，每位同学都

代表学校的形象，因此无论在何处都必须举止有序，爱护彼此。

接着，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逐一介绍新任老师，并请他

们到台前让大家认识。许副校长祝福新任老师在师生协助下，很快

适应学校环境，发挥己长，为教育贡献一份力。

新的学年即新的开始，带来的是新的机会和挑战。愿全体师生

不断拓展和超越，携手并肩为各自的目标奋斗前进，为新的一年创

造更多精彩与辉煌！

2020 年始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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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李平福董事长致词

建构全方位能力，面向未来挑战
2020 年始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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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岁月匆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今早我们迎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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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过去的一年里，全校师生齐心协力，教学井然

有序，行政管理专业前进，优质的校风，勤奋的学风蔚

然形成。过去的年终假期，本校董事会完成了第 2 阶段

宿舍提升、家政室、工艺室、英语教学中心、4 楼办公室

也整修提升，希望提供予师生更好的学习与工作环境。

同时，更让我们振奋的是本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

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延续本校永久荣誉董事长丹斯里

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的精神，她及家人全额赞助校园前

后、餐厅前走道的翻新及接下来停车场、保安亭的工程。

我们再次感谢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用心之至，令

人感佩。

2019年12月18日的统考成绩的公布，我校各科的表

现都取得非常亮丽的成绩，考获多科A1及A2成绩的优秀

生众多，初中统考平均及格率99.40%，高中统考平均及

格率99.07%，26人次考获全国各科十大，高中统考共有 

23 人考获全科 A，139 人取得 5A 或以上的佳绩，再次

缔造了属于我们全体兴华人的历史，这近乎100%的表现，

不仅是同学们的努力，更是要感谢老师们的用心指导。

各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全面均衡的维持教育质

量是老师们全心投入所努力的成果，谢谢你们！

老师们、同学们，2020年又是崭新的一年，过去

的成绩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新的学年，希望大家持

续不断拓展和超越，全体兴华人本着共同理想，携手并

肩，为目标奋斗，再创辉煌！

最后，祝福全体同学学习愉快，品学兼优，老师

们、三机构同仁们健康快乐， 万事如意，谢谢！

◢	三机构领导与新任教师和行政各处新成员们合影。前排左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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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始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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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始业式

苏进存校长致词

培养具有全方位自主发展素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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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构联

委会主席陈祈福董事、三机构董事、理事、老师们以及

在现场，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黄景裕讲堂的同学们，

大家早安，大家好！

首先，我谨代表全体师生感谢三机构董事、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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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开学典礼，是让人

期待的，今天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第一次始业式，我

校教育，也将从这里，开启另一个十年。

各位，在过去的一年，学校在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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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展的关键

力量，诚如董事长所言，董事会领导下的三机构全力支

持及改善学校软硬件的建设，让兴华教育不断精进，立

足国际，我们也知道近90岁高龄的本校三机构永久总顾

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在对学校各方面无微不至

的关照，从去年重建篮球场、兴华园，到今年翻新校园

前后走道，以及接下来的保安厅等工程，潘斯里说只要

为师生好，让大家在舒适的校园学习与工作，是他最大

的心愿，大家也许不知道，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

协助兴华中学慈善基金，每年都支持学校各方面教育活

动，惠及师生，用心之至，令人感动。三机构董事、理

事及潘斯里对学校教育如此的给力，是全体兴华师生的

福气，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感谢他们如此大爱的奉献，这

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当须珍惜与传承。

各位，新的一年，让我向大家简报今年各级学生概

况，初一级学生663人、初二级616人、初三级611人，初中

部开36班，共1890人；高中部则开35班，其中有高一级595

人，高二级592人，高三级562人，共1749人，全校共3639

人，开71班，人数创历来新高，比去年增加近100 人。

新的学年，新的开始，带来新的机会，新的挑战，

也孕育着新的希望与憧憬。

20年来，全世界疯狂地面向科技创新与资讯时代，

颠覆人类生活形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注意到如何

在学校各项教育历程中注入关键核心素养的建构，就显

得格外重要，综观整体需要，全面贯彻兴华中学教育的

八大核心素养，栽培具有全方位自主发展素养的学生，

是兴华教育的坚定不移的方向，营造良好的教风学风校

风，是兴华的传统，是我们全体师生要共同努力维护的。

◢	苏进存校长致辞时提到，全面贯彻教育的八大核心素养以及栽培具有全方位自主发展素养的学生，是我校坚定不移

的方向，营造良好的教风、学风及校风是我校的传统，全体师生必须共同努力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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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学之际，我向全体同学提出几点希望和要

求，与全体师生共勉

第一， 明确目标，努力学习

我们无论是学习，生活还是工作，都要有一定的

目标，因为有了目标，你就有了做事的路标，有了做

事的目的，就有了做事的动力，你就会努力去实现，

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幸福人生，可是幸福不会从天而

降，幸福需要你去奋斗和追求。

第二， 养成习惯，自觉自律

良好习惯是一个人成才的基础、学业进步、道

德成长、贵在自觉，让自己随时处在学习状态，遵守

行为常规，积极参与各项教育活动，在实践中锻炼成

长，培养自己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给大家讲

个故事，1961年，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

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遨游了108分钟，成为世界上

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英雄，加加林名字，进而家喻户

晓，他在20多名同样杰出的宇航员中能脱颖而出，起

决定作用的只是一件偶然的小事，原来在确定人选之

前的一个星期，宇宙飞船总设计师罗烈夫发现，在进

入飞船前，只有加加林一人脱下鞋子，只穿袜子进入

座舱，就是这个细节一下子赢得罗烈夫的好感，他感到

这个 27 岁的青年如此懂得规矩，又如此珍爱他为之倾注

心力设计的宇宙飞船，于是决定让他执行这次飞行。加

加林的成功从脱鞋开始，脱鞋虽是小事，但小事能折射

出一个人的质量和敬业精神，而这正是培养好习惯的关

键，想要成功，先从培养好习惯开始，我们时刻谨记，

成功与优秀源自于自律！

第三， 有礼有序，才德兼修

校园美丽雅致，人文氛围浓郁，现代教学设备日趋

完善，我们要倍加珍惜和爱护，学校提供多元的学习活

动，让同学们的潜能能获得最好的发挥，每位同学要努

力，才德兼修，为学校社会提供示范引领，每位同学都

代表学校的形象，希望同学们不论在何处，都做到有礼

仪、有礼节、有礼貌，举止有序，爱护彼此。

各位同学，成为优秀且有教养的兴华生，是你唯一

的选择，你的幸福人生从兴华展开。

最后，祝福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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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宿舍新生生活营
钟洁姗（高三文商和）采访报道

◢	2020 年宿舍新生生活营大合照。

◢	李荣兴副校长向家长们讲解宿舍及学校的一些事项。左一起为黄群量老师、黎茗慧老师、连依虹老师、叶文心老师、

陈国华主任、李荣兴副校长、郑友副主任、苏传杰副主任、黄丽赪老师、郑迪坤老师及陈伟宏老师。

为了让113名初一住校新生更快地适应宿舍生活，我

校舍务处于2019年12月26日至29日（星期四至星期日）

举办了四天三夜的宿舍新生生活营。

在家长交流会上，李荣兴副校长向家长们讲解宿舍

及学校的要求，並感谢家长们愿意将孩子们送入宿舍学

习及锻炼。

在交流环节中，宿舍督导郑友副主任、舍务处主任

陈国华及生活导师们耐心回答家长们的问题，向他们说

明宿舍的日常安排及宿舍生的生活作息，以让他们更了

解宿舍的运作方针。此外，陈国华主任也希望家长能与

宿舍配合，共同关注孩子们在宿舍的身心发展。

新生们打破隔阂，积极参与活动

新生们被分成十组进行活动，例如团康舞蹈，寻

宝游戏、过关斩将、天才表演等，打破新生们之间的隔

阂，促进彼此的关系，也增强了组员之间的默契及合作

精神。

其中，在天才表演中，新生们撇开羞涩的心态，勇

敢参与其中，彼此间的感情得以拉近。各组于第一天获

得天才表演的题目，并且由组长带领组员们共同讨论剧

本、制作道具及进行排练。新生们踊跃发表意见，积极

演练以便呈现最好的状态。

此外，筹委们也向新生讲解宿舍生活作息及须注意

的事项，如：用膳规则、寝室卫生标准等。为了防止新

生们在紧急事故发生时产生混乱，纪律股也向新生们说

明防火路线及安全措施，并安排紧急疏散演习，帮助新

生们熟悉逃生路线。

在第三天的生活营分享环节中，新生及筹委们表达

了这几天所经历的点滴及感受。之后，2020年宿舍新生

生活营便在全体照的拍摄中圆满落幕。有赖于老师们及

筹委们的辛苦筹备，此次生活营才能顺利进行，并让初

一住校新生们有个美好的回忆，成为宿舍大家庭的一份子。

◢	营员们努力展现自我，共同完成天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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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紧密配合 
助孩子适应宿舍生活
陈国华主任（舍务处主任）

初一新生们初到宿

舍，最大的改变莫过于生

活条件不比家里舒适，许

多事情也必须独立处理，

对他们而言必定是全新的

挑战。他们必须学习与来

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

格的人相处，个人生活

习惯也要有所改变。在宿

舍里，每日作息较固定，因此，他们需要妥善安

排自己的时间，并且遵从宿舍规则，以避免接受

处分。初一新生们的家长须时刻了解孩子的住宿

情况，多与孩子聊天或向宿舍生活导师了解孩子

在生活、课业，与人相处的情况。此外，孩子回

家的时间非常短暂，家长也须避免让孩子一直面

对着科技产品，而应多与孩子相处，增进彼此间

的感情。目前，或许还看不出初一新生在生活营

前后的改变，但能让他们之间变得更熟悉、与身

边的朋友有较多的互动是当下的工作目标。我相

信，他们在不久后必定会真正地融入宿舍这个大

家庭。

宿舍是个大家庭
林秋媛（高二文商廉，营长）

这次的新生生活营对

我来说意义非凡。虽然筹

委团在筹备过程中遇到了

许多困难，但为了将这次

新生生活营办好，我们排

除万难，努力完成自身的

任务。新生生活营对舍务

处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活

动，因为我们要让初一新

生们提早适应宿舍的环境。眼看着新生们从第一

天的羞涩到第三天的活泼开朗，我们也为他们的

转变感到非常开心。在宿舍这个大家庭里，室友

们就如家人般生活在一起，而宿舍生活导师们则

像家长一样陪伴我们，见证我们一天天的成长。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全体筹委及股员落力配合，老

师们及校方的帮助，让这次的新生生活营得以顺

利进行。最后，希望初一新生们能拥有多姿多彩

的住宿生活。

◢	营员们勇敢敞开

心扉，通过游戏
认识新朋友。

◢	筹委耐心教导

营员宿舍生活
技能。

◢	筹委帮助营员在

游戏中过关斩将。

◢	组员间发挥团队

精神参与游戏。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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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遵循宿舍作息
谢乐彤（初一廉，最佳女营员） 

在得知我获得最佳女营员时，

其实非常惊讶，因为我从未想过会

在众多营员中脱颖而出。我非常开

心能够参与这次的新生生活营，不

仅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也学到了许

多，例如必须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情。生活作息方面，我学会改变自

己的生活习惯，遵循宿舍所安排的

时间就寝。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寻宝游

戏中的鬼捉人环节了。这个活动巩固了我们的团队合作精

神，也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在

这几天里带领我们的组长，不断给予我们各方面的帮助及照顾。

感谢筹委们的用心付出
邹乐华（初一礼，最佳男营员） 

对于自己这几天在生活营里的

表现，我是挺满意的。一开始，我

担心自己来到宿舍后无法适应宿舍

生活，不过也期待认识到新朋友。

经过几天的活动，我更加熟悉校园

环境，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通过

生活营，我逐渐熟悉宿舍的生活作

息及时间安排。我在家并不会主动

做家务，来到宿舍后，我掌握了这

些生活技巧。我最喜欢的活动是“天才表演”，因为这是一

个让我们展现自己特质及优点的平台。我非常感谢筹委们在

这几天的帮助及带领，让我们开心地参与各个活动，不会因

陌生而感到害怕。最后，我期待自己日后的宿舍生活可以多

姿多彩，创造许多属于自己的回忆。

学习独立自主完成所有事情
郭昊翔（初一智）

我原本是一位非常怕

黑的人，但来到宿舍后便成

功克服了。几天下来，我尝

试了许多平时在家不会做的

事情，例如铺床单、整理书

架、折被等。由于平时在家

都有佣人帮助我完成所有事

情，因此害怕自己来到宿舍

后无法独立自主地完成任务，拖累室友。但值得庆幸

的是，我成功地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原以为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在这个生活营里，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活动便

是跳营舞了，即使跳得不是很好，但那过程令人非常

开心。虽然这几天的活动让我感到很疲惫，但我也明

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主动认识新朋友
谢依恩（初一爱）

还没来到宿舍前，我便

很期待可以认识到许多新朋

友，并且拥有一个独立且自

律的宿舍生活。在生活营期

间，我学习到如何包容身边

的朋友，也发现到自己可以

独立完成许多事情，无需依

赖他人。此外，我也学会了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想

法。在众活动中，天才表演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因

为活动不仅促进了组员之间的关系，也让大家留下了

美好的回忆。虽然这几天非常累，但我觉得很值得。

这次的新生生活营让我学会勇敢、主动地认识新朋友。

◢	2020 年新生生活营筹委合照。

◢	组长带领组员们商量游戏对策。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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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一新生始业辅导
陈筱蓓（高二理孝） 采访报道

◆	全体初一新生在始业辅导开幕礼与师长们合影，迎接中学的学习生涯。

在跨入2020新学年前，我校辅导处于2019年12月28

日至29日及2020年1月2日为663位初一新生举办为期3天

的新生始业辅导，以协助初一新生了解我校教育、制度

及熟悉校园环境，通过团体辅导活动让同学们适应新的

校园生活，增强中学生涯的规划意识与能力。本届始业

辅导，辅导处共招募97位各级志工同学和甫毕业的校友

前来带领支援各项活动。

晨光熹微，许多家长伴随着孩子进入校园，热闹的

气氛为新学年的伊始展开了序幕。走进校园，学长姐露

出亲切、温暖的笑容，迎接新生们的到来。随后，新生

们在学长姐的带领下，顺利进入各自的课室，透过小小

的互动游戏，大家彼此认识。

开幕仪式上，新生们透过兴华简介短片以了解我

校一路走来的风雨与彩虹，进一步了解校史和学校的办

学理念。接着，苏进存校长勉励同学们以自我管理及自

主学习作为生活的核心，期许同学们在往后的学习旅程

中做自己学习的主人。他也鼓励同学们养成“五好”习

惯，即：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读好书和睡好觉，

进而成就自我，走向成功。

三天的始业辅导活动内容包括：参观并熟悉校园环

境、学习眼保健操、了解学校的评量方式、认识英文课

程结构、了解学校的校训及认识学会团体的性质。

教务主任许梅韵副校长在“开跑前停、看、听”专

题讲座中，介绍学校的评量模式，也带领新生们反思自

己期许成为怎样的少年。同时，亦提醒同学们订立学习

目标，秉持“以终为始”的精神向目标前进。她在总结

时说到：“每一个学习任务都是壮大自我能力的过程，

将小事做好才有能力做大事。”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

燕副校长也带新生们认识英语课程结构。她鼓励新生们

积极参与多元的英语学习活动、主动寻找答案，同时也

多以英语来沟通。

为了让新生们尽快熟悉校园，学长姐在校园走透透

的环节带领新生们参观学校各个角落。在不同的定点有

学长姐为新生讲解，亦有图书馆服务团、环保志工团、

数学学会、机器人学会、英语辩论学会及圣约翰救伤队

在不同的定点讲解及示范。其中数学学会的负责学生带

领新生们体验趣味的数学活动，激发了新生们对数学的

兴趣。在“校园了无穷”的环节，学长姐为各班精心准

◢	班导师与初一新生更近距离交流。

◢	初一新生很快地打成一片。
◢	在校园走透透带领新生们参观学校各个

角落。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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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团康活动。透过游戏减少新生们之间的陌生感，建立

大家的团结意识，也为新生们增添了不少欢乐。

始业辅导的尾声，苏进存校长以兴华的校训：礼、

义、廉、耻，来勉励新生们，也鼓励新生们拟定个人使

命宣言；他亦提醒新生们时间管理的重要性，教导大家

管理时间的方法，将生活中的事物分为“紧急”、“不

紧急”、“重要”、“不重要”四个范畴，并拨出时间

完成重要的事情，勿拖延。最后，校长以“是什么，做

什么；做什么，像什么”与大家共勉，期许新生们回归

本分，认清角色及明确职责。

◢	初一新生始业辅导班导师介绍。左一起为杨四娇老师、黄慧洁老师、张嘉俊老师、梁维宁老师、陈思凡老师、谢宝

琳老师、林春丽老师、王怡婷老师、颜友玲老师、陈妙智老师、潘明联老师及翁秀兰老师。

◢	学习眼保健操保护视力。

◢	苏进存校长期许新生们回归本分，认清角色及明确职责。 ◢	体育处老师与校队学长姐指导新生们列队要领。

◢	家长们热络出席家长交流会。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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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增长，游戏欢趣乐无穷
陈志伟（初一平）

兴华校园面积不小，

我很担心自己会迷路，但在

学长姐的介绍和指引下，我

对校园渐渐熟悉，也更有信

心。校园乐无穷时，学长姐

带领同学进行细胞分裂等各

项游戏，让我们记得朋友们

名字的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机会。我发现

兴华有各种各类的活动和比赛，我希望自己可多参与

体育项目，如班级篮球赛，让我的中学生涯多姿多彩。

扫除陌生，环保知识推广赞
陈家齐（初一礼）

初一新生始业辅导最让

我兴奋的是“校园走透透”

，感谢学长姐的带领和细心

讲解，我对校园环境逐渐熟

悉。我最喜欢图书馆，因为

阅读是我的爱好，日后一定

会常常到图书馆，好好利用

学校资源丰富我的中学生涯。我曾关注垃圾污染对地

球产生的种种不良影响，很开心环保志工在始业辅导

期间的分享，让我对环保更有概念。

孜孜不怠，不负父母不负己
庄惠晴（初一仁）

三天的初一新生始业辅导帮助

我熟悉校园环境的同时，也提供我

与新朋友交流的机会。开幕典礼的

兴华简介帮助我迅速了解兴华的校

史。学会介绍表演时，华乐团的演

奏更是深深地吸引我的目光。我最

喜欢校园走透透的环节，这让我们

有机会认识校园环境的同时，也接触了数学学会和机械人协

会的游戏和解说。我希望自己在兴华学习有良好的表现，不

辜负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也不辜负对自己的期望。

师长和蔼，校园温馨热情溢 
吕芮萱（初一和）

始业辅导的那几天，我非常感

谢学长姐热情且友善的带领，过程

中耐心解答我们的各项疑问，帮助

我迅速认识兴华，他们用心准备的

各项游戏更拉近了我与同学之间的

距离。过程中，师长还不断给予我

们鼓励，让我为加入兴华大家庭倍

感亲切。我也非常开心有机会在校园走透透参与数学学会和

机械人协会准备的趣味活动，让我对数学和机械人更感兴

趣！接下来，我希望自己在学习上继续成长外，也希望争取

机会担任班委，为校、为同学服务。

◢	初一新生始业辅导圆满举行，感谢台前幕后老师及工委们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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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高一始业辅导
陈慧珊（高一文商义）、吴欣颖（高一理爱）采访报道

◢	陈筱艺学姐 ◢	蓝克轩学长◢	贺字宁学姐 ◢	曾子晴学姐

我校辅导处为了协助同学预备高中生涯，于1月3

日（星期五）举办高一始业辅导，邀请叶福兴讲师、朱

彩萁老师、贺字宁、陈筱艺、曾子晴和蓝克轩四位校友

分享。

校友分享会在文商班与理科班两场同时进行，两

场皆以“高一重要吗？高一到底是不是蜜月期？”来引

发学生们的联想。文商班由贺字宁学姐和陈筱艺学姐分

享。他们表示高一是打好基础的最好时刻，只有在高一

开始打好基础，才不至于在高三时跟不上进度。

校友们分享“锦囊在手，翻转学习不是梦”，分

享了自身中学生涯的六年的心得，无论是学习上的、生

活上的、人际上的等等，希望有助学弟妹参考及思考如

何规划、面对和准备高中的三年。贺字宁学姐和陈筱艺

学姐透露了许多学习宝典，更提出“Study smart is 

better than study hard”，让学弟妹趁高一时期探

索各种学习方式，找到最适合自己学习的黄金时间、环

境、氛围和方式，同时提倡规律的生活作息，充足的睡

眠有助于我们在上课时更好地吸收，上课专心听讲远比

预习和复习来得重要！学姐们也鼓励学弟妹善用零碎时

间，例如她们自身为了继续加强英文能力，特在手机上

下载BBC News 手机应用程式，在每日放学回程路上，

利用5分钟训练自己的英文能力，积少成多，一年下来

的零碎时间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贺字宁学姐提醒学弟

妹们重视每一个科目，趁着高一，打好各科的基础，重

视自己擅长的科目，同时也正视自己不擅长的科目，勿

让自己偏科。

具体化、数据化目标

陈筱艺学姐更提醒在学习过程，设立目标得数据化、

细节化！这包括当要求自己要进步时，得明确记下要进步

到多少分、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目标、什么时候要进行验

收，甚至规划长远的目标，如5年后的计划等。

学会付出，体验更深刻

除了学习，学长姐更鼓励学弟妹争取机会担当要职，

无论是班级、学会还是筹备活动的机会，为自己累积各种

经验，更为高中生活画上绚丽色彩。同时也鼓励学弟妹参

与各项大大小小的活动，例如：生活营、交流会、运动会

等等，透过各项课堂外的学习，学习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

的相处，认识不同的朋友和同学，扩大视野，相互学习。

蓝克轩学长讲述自己在醒狮采青贺岁队伍中度过的愉快

时光，醒狮队的成员就如同自己的另一群家人，让他感到

窝心。他们以“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转折点在哪里”来

呼吁同学们积极参与活动，为自己的高中生涯填上不一样

的色彩。曾子晴学姐表示，高中时期是班级意识与团体归

属感较为强烈的时期。她述说自己高一当班长时为了维持

班上同学间的和睦关系，因忙碌而想要放弃，但最后她还

是坚持下来并成功凝聚大家的关系。当看到班上的气氛变

得十分融洽时，她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直到

现在同学之间也仍保持着联系并且会在假日时聚一聚。她

呼吁大家在忙碌之余不要忽略人际关系的经营，要学会付

出，高中生涯的体验才会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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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瞬息万变，许多设备与职业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为了

在社会上立足，在第二场分享会上，辅导处朱彩萁老师和高一学生们

一起探讨未来人类需具备的能力。朱老师引用永龄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郭守正所提出的“人类不用害怕被取代，要学习如何运用机器人，让

自己可以做更大、更有价值的事情”来勉励大家。

对于未来世界所需的能力，朱老师列举以下数点：

由叶福兴讲师带领的《活出自己，High 5 高中》活动，旨在让高

一生增加对自身的信心。叶讲师希望学生能从高一开始大胆说出自己

的想法以建立自信心。‘If you want to be a good leader, you 

need to be a good follower’。所有人都是先为跟随者才为领导者，

他认为有自信听到别人的想法的人，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敞开心扉，接受同学

在第一环节中，叶讲师让高一生们在各自的班上。以三男三女的

形式分为一组，并选出组内的组长。组长有决定谁先发言的权力，但

同时组长也必须记下组员们的名字及组员们在假期中所经历过最难忘

2）未来世界所需的能力 

3）活出自己，high 5 高中
从高一开始建立自信心

◢	朱彩萁老师

1）跨领域学习的能力：未来人才会被期待要懂多个领

域，并有综合专业知识的能力。要不断的学习，学什么不

重要，最重要你想学。

2）说故事的能力：能将脑中的想法概念化、有组织能力

及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

3）解决问题的能力：面对未来充满机器人的世界，懂得

机器人的语言（程式语言）之余，也不忘人的存在，有同

理心、了解别人的感受、读懂人的表情、也懂得与人及机

器人共处，人事问题常常都是问题的根源，能把“人”照

顾好了，“事”就不难解决了。

4）关怀他人的能力：爱因斯坦说：“如果真有什么关于

最重要的科学问题，我想就是‘这个世界是善良的还是邪

恶的’。如果一个科学家相信世界是善良的，他就会终其

一生去发明联系、创造链接，发明能让人连得越来越紧密

的事情，而不是武器或者墙壁，把人隔得越来越远。”

5）协作的能力：有沟通合作及创造力，辨识、提出能够

阐明不同观点的重要问题。

6）让自己幸福的能力：幸福是什么？哈佛大学的 76年

纵向研究显示，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拥有紧密人际关系

的人，才是人生的赢家。

最后，朱老师强调大家要以人为本，

也以“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帮助自己

成为自己，在未来生活中，找到想要的幸

福”来总结这场讲座。

◢	叶福兴讲师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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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自身的天赋造福社会
朱彩萁老师（辅导处老师）

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使命和天赋，在人工智能盛行的背后

我们更有必要注重以人为本，让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是为了拉近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而非使人的距离疏远。希望各位学生能够善用个人的天赋，用自身的小小的力量，关怀

身边的人，造福社会。祝福各位同学在高中生涯中，找到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辉大道！

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们
黄嘉珈（高一文商智）

听了三堂课，我对高中生活更加期待，也更加了解高中生活。从第一堂课，我学到了如何

做笔记、设立短期及长期目标、找到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的重要性等。另外，我认识到高一要认

真对待、打好基础及避免偏科。通过第二堂课，我认识到我们所需要具备的能力。随着时代的发

展，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科技及世界在进步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进步。

我觉得最有趣和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堂课，因为这堂课让我们班更团结。“高一文商智，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

们”是我班班长所说，希望我们班可以越来越团结。此外，我也认识了3个新朋友，通过交流也进一步地认识彼此。我认

为活动进行得很有条理，时间上也安排得很好，整体上非常满意。当上高中生，我既紧张又期待，因为高中是一个截然不

同的生活。我要更加积极，认真对待课业之余，在舞蹈、水墨画和小提琴中也有一定的提升。

确立目标，提高对自身的要求
黄骏尹（高一理爱）

始业辅导后，我对高中的生活不再感到迷茫，对未来所要做的事也有了明确的目标及方向，

而且对自己也更有信心了。我认为高一始业辅导的活动十分有趣，尤其是“活出自己，high 5 高

中”，让我与班上的同学更深入的了解彼此。升上了高中，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因为高中的生

活是多姿多彩的，但同时也会伴随着许多压力。为了达到我的目标，我会更加努力，也会更加积

极参与更多的校内外活动。

的事情。在这个环节中，高一生们得以进一步了解班上

的同学，从一开始的拘束到后来的熟悉，高一生们也开

始慢慢地对自己的同学敞开心扉。

信心是由经验累积的

接下来，叶讲师让学生们寻找自身的亮点，即在

初中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将此事告诉自己的组

员，并将它画在纸上。听完组员们各自的亮点后，组员

之间需要互相说出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并告诉对方他

所拥有的优点。“做自己最喜欢、最擅长且最值得的事

情”，叶讲师坚信，信心是由经验累积的，并通过游戏

让大家了解这个道理。

最后，叶讲师呼吁同学们不要虚度高中三年，好好

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并

以“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

正直、严正的朋友”与同学共勉。

◢	藉由活动让同学们开始慢慢地对自己的同学敞

开心扉。

◢	在纸张上画出各自的亮点。

文接上页

/  动态  / 20



陈文莫（高二文商廉）报道

2019年11月30日（星期六），下午6时半，全体兴华醒狮采

青贺岁队队员集合于我校黄景裕讲堂参与2019年度醒狮密集训

练营的开训仪式。当晚出席开训仪式的嘉宾尚有庚子年醒狮工

委会主席林福荣董事、工委会署理主席余安副董事长、工委会

副主席颜建义董事、董事会秘书洪健枝校友，李荣兴副校长和

陈文杰老师。

工委会主席林福荣董事致词时提醒全体队员在训练期间务

必注意自己的安全，队员间要守望相助，大家要互相激励；林

董事在致词时也语重心长提醒队员们在练习后以及将来出队回

校后要准时回家，凡事都要与父母交代，以免他们担心。林董

事更分享了自己当初作为一名醒狮队队员的经验，并劝勉队员

们应该把功课与舞狮活动并重，避免顾此失彼。此外，他很郑

重地要求醒狮队队员遵守醒狮队“三合”，即合群、合体及合

作的精神。

接着，余安副董事长表示，醒狮活动除了训练个人毅力，

从族群层面来说，也是弘扬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即以正向的

形式去展示我们族群的文化。他也借此机会感谢洪健枝校友一

直以来为兴华醒狮团的付出，在洪健枝校友的建言下，兴华醒

狮团得以重整，告别以往挨家挨户招青的辛苦日子，取而代之

的是精致化和企业化的管理。

2019 年度醒狮密集训练营开训仪式

狮队总负责老师李荣兴副校长在代表学校致

词时感谢董事们拨冗出席开训仪式，他也给在座的

队员们一些生活上的提醒，他希望大家多喝水注意

健康，队员们要互相打气支持，在练习中要建立团

队的价值，凡事要拿捏得当，不乐极生悲。他也希

望大家要在生活中理解、实践并体验狮艺八德，即

忠、正、毅、勇、智、诚、和、礼。李副校长更

勉励队员们积极认真投入，狮艺学习路上，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

其后，醒狮密集训练营的筹委们为大家带来

一场主题为“传承”的精彩戏剧表演，寓意着兴华

醒狮队这35年来一代又一代热血的队员们传承下

来的，并期待把这个传统文化传承给未来的醒狮队

队员，延绵不绝，生生不息。就如同表演中的主人

公小猛刚进醒狮队时因训练辛苦想要放弃，但在其

他队员的鼓励之下坚持继续练习，最后接替了队长

的位置，继续培养新一代的队员。筹委们也在节目

尾声邀请所有嘉宾一起上台参与表演，大家各司其

职，鼓、锣、钹声响彻云霄，象征2019年度醒狮密

集训练营正式开始。

◢	醒狮密集训练营开训仪式后合影留念。（第 3 排左四起）工委会主

席林福荣董事、工委会署理主席余安副董事长、工委会副主席颜建
义董事、李荣兴副校长、董事会秘书洪健枝校友及陈文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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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历史、地理与社会科学教师与历史学会学

生超过20人组成考察团，在陈亚才老师的带领下，于

2019年11月18日（星期一）上午10时半，前往斯里·桑

达拉贾·佩鲁马尔印度庙（Sri Sunderaraja Perumal 

Temple），针对庙宇结构、神灵体系及印度教习俗这三大

主题进行考察。

陈亚才先生对印度教与印度庙的研究颇深，亦经常

带团到印度庙进行导览，让民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其他

族群及宗教，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当天，他从古印度教

兴起的故事开始说起，进而延伸至不同的神灵体系以及

不同印度庙系统的结构，例如北印度的庙宇，前门门塔

较主建筑低矮；而南印度的庙宇，则前门门塔较主建筑

高。而马来西亚的印度庙，几乎是以南印度风格为主。

他提到，印度庙的建筑其实非常讲究，建筑范围一

般以正方或长方形为主，若是形状不规则，则有如华人

习俗中所言“风水”不好的概念。至于印度庙的格局，

从入口到主神殿则是以笔直的主轴线为主。但斯里·桑

达拉贾·佩鲁马尔印度庙则不同，因考量门前即是公路

的因素，而从旁另辟一个门，因此出现纵横交叉的格局。

陈胜耀老师 报道

师生走访百年印度庙  了解印度教文化

◢	陈亚才老师（第二排右三）为我校历史、地理

与社会科学教师与历史学会学生导览印度庙。

◢	陈亚才老师（红衣者）带领考察团，讲解印度庙庙宇

结构、神灵体系及印度教习俗三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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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庙宇的结构之外，陈亚才也为考

察团讲解印度教膜拜的习俗。斯里·桑达

拉贾·佩鲁马尔印度庙，主神为黑天神。

当天，考察团准备了水果作为祭品，以我

校的名义请祭司进行普迦（Pooja）仪式

祈祷。过程中，祭司从主神殿内，手持油

灯走到信徒面前，教师与学生们纷纷上

前，以双手覆盖在油灯上，然后再自己的

眼睛上触碰一下，代表接受了神所赐予的

力量。最后，祭司再把祭祀过的鲜花与蔬

果回送给教师，过程温馨。

陈亚才解释，一般信徒进入印度庙

后，会顺时钟绕着主建筑外围一圈，再绕

主建筑内一圈后，才会到主神殿前膜拜。

在进行普迦仪式前，信徒们会先到一旁的

柜台进行捐献表示心意。他也提醒，普迦

仪式一般分为两个时段，分别是早上5时

至中午12时和下午5时至晚上8时，若有重

大节庆或神诞则会延长时间。无论是参观

或膜拜，都需要于上述时间前往。

考察过程中，庙方的负责人也特别以

豆沙饮料招待考察团，而该印度庙的乐师

特别演奏名为Nadaswaram的乐器，让考察

团大开眼界。

◢	考察团以我校名义祈福，仪式结束后，祭司把祭祀过

的鲜花与蔬果回送给教师。

◢	庙方的负责人以豆沙饮料招

待考察团。

◢	印度庙的乐师，特别为考察团

演奏名为 Nadaswaram 的乐器。

◢	斯 里· 桑 达 拉 贾· 佩 鲁 马 尔 印 度 庙（Sri	

Sunderaraja	Perumal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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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教育研讨会（一）

8 年累计 100 篇研究 
“教享悦”展望 10 周年

陈胜耀老师 报道

◢	2019 年第八届教育研究发表人与点评嘉宾合影。前排左六起为张运华博士、苏进存校长及杜伟强博士。

我校第九届“教享悦”教育研究成果发表会，2019

年11月19日（星期二）于陈开蓉大讲堂进行，共有35

位教师，分别以口头或海报形式发表20篇论文与课例研

究。同时，许梅韵副校长主持序幕时宣布，过去八届所

累积的论文数已达100篇！

许副校长说，教享悦从2011年举办至今，从行动研

究到各种的教育研究，再到近几年来加入的课例研究，

所有的研究皆是校方所珍惜的文献。她也提到，在这

100篇中，许多教师不仅在学校内完成发表，甚至也被

国内外的教育研讨会邀请发表，更有被收录到董总所出

版教育研究论文集内。

同时，许副校长也勉励说，每位教师所进行的教育

与教学工作都很有意义，若能整理成文字并发表，那意

义更大，能影响更多的人，有如一滴水滴，滴下之后的

涟漪是扩散往外的力量。常年举办的教享悦教育研究发

表会即将于2020年迎来10周年，她也在会上预告，将配

合10周年出版以兴华论文为本的论文集。

苏进存校长针对发表会作总结时表示，我校董事

会长期大力支持教师专业成长，不论是教师专业文凭课

程、硕博士研读及校本培训课程。在学校硬体建设不断

的优化下，软体建设包括教师专业成长、学生学习、课

程发展、优质校园文化的营造等更需全面精致深化，以

呼应教育发展的需求。

◢	苏进存校长

◢	许梅韵副校长

◢	张运华博士（中）赠送其著作予正副校长及他讲评场

次的教育研究发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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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会共分为3个场次，首场为我校教育研究与发

展小组组长张喜崇博士所发表的主题报告外，其余两场

有别于往年的形式，每个场次依发表语言于两个场地进

行，教师们可自行选择感兴趣的场前往聆听。另外，休

息时间也设有海报呈现，各研究者向到来者阐述自己的

研究、回答提问，现场互动氛围佳。 

本届发表会，因应国文组在一年四次的教师专业校

本培训中，组织各年级教师专业成长小组（PLC），采课

例研究形式进行教研，得以催生全员参与六篇国文教学

课例研究论文，可喜可贺。

当天，有幸邀请到杜伟强博士、张运华博士和庄华

兴博士担任各组论文报告讲评人，三位讲评人对教师们

积极投入教育研究，并写出一篇篇质量很高的论文表示

高度肯定，希望我校继续努力，带头把兴华中学推向研

究型教育工作的境界。

本届同样设有最佳口头报告奖和最佳海报呈现奖，

让出席的教师们票选，从口头发表与海报发表中，各别

选出谙华语文组与第二语文组共4篇论文。口头发表的论

文中，各别由颜毓菁老师与Cikgu Gan Hoon Ling、Cikgu 

Jamilah Mahali和Cikgu Yap Ah Yew荣膺。而海报发表

论文中，则由陈胜耀老师与Ms. Evon Juliana Jayanthi

各别获奖。

◢	讲评人 : 张运华博士

◢	讲评人 : 杜伟强博士

◢	讲评人 : 庄华兴博士

◢	最佳海报呈现奖（谙华语文组）由

陈胜耀老师获得。

◢	最佳海报呈现奖（第二语文组）由

Ms.	Evon	Juliana	Jayanthi 获奖。

◢	最佳口头报告奖（谙华语文组）由

颜毓菁老师获得。

◢	最佳口头报告奖（第二语文组）Cikgu	 Gan	 Hoon	 Ling、

Cikgu	Yap	Ah	Yew 和 Cikgu	Jamilah	Mahali 荣膺。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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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次三（A）：

颜毓菁老师：

《生物专题导向学习活动对高三

学生合作问题解决能力之影响》

洪淑芬老师：

《 以 臆 测 为 中 心 的

数 学 探 究 教 学 对 初

二 学 生 后 设 认 知 能 

力发展之行动研究》

黄世升老师：

《学写作对高二学生学

习成就影响之行动研究》

各场次的论文或课例研究的题目如下：

场次一

张喜崇博士：

《兴华教师即研究者计

划与学生学习成效文献

综述——从100篇研究报

告看教师研究与 学生学

习的关系》

场次二（A）：

朱键鸿老师（左）：《探讨兴华学生对社会科学小组口试的理解与经验》

林卿卿老师（中）：《图书馆主题书展活动探析》

谢祉毅老师（右）：《华文与校史的相遇——游戏教学对学生学习兴趣

                     的影响初探》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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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kgu Cheong Tham Hooi（左），Cikgu Soh Li Sam（中），Cikgu 

Chng Hui Shuang（右）：“Gigi Sihat Senyuman Menawan”

Cikgu Lee Kim Hua（左），Cikgu Indra 

A/P Muniandy（右），Cikgu Ong Siew 

Lan：“Cerpen Bawad Cikgu”

场次三（B）：

Cikgu Tee Yu(左), Cikgu Vicky（右）, 

Cikgu Rani, Cikgu Alan：“Pengajaran 

Menukar Ayat Aktif dan Ayat Pasif 

dalam Kalangan Pelajar Senior Satu”

Cikgu Jamilah Mahali, Cikgu 

Gan Hoon Ling,Cikgu Yap 

Ah Yew：“Penguasaan Ayat 

Aktif dan Ayat Pasif Dalam 

Kalangan Pelajar Tingkatan 

Menengah Tinggi Dua”

场次二（B）：

Cikgu Neoh Wee Ning（左），Cikgu Goh Teck Ching（右），Cikgu 

Gan Yu Ling：“Kajian Pengajaran Mengenai Penggunaan Jenis-

Jenis Ayat Perintah”

●	在座的老师们用心聆听发表者的分享。

Cikgu Lim Chiew Hong（左）, Cikgu Tan Joo Kiang（

中），Cikgu Sim Kooi Sim（右）：“Pengajaran Cerpen 

Pungut dalam Kalangan Pelajar Tingkatan Menengah 

Tinggi Tiga”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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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发表： 1.Ms. Evon Juliana Jayanthi ：

“Teaching Writing: Compare & Contrast 

Essay”

2.Ms. Premlatha A Krishnadas & Ms. Sastina 

Sebasti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Written Feedback for Persuasive Essay to 

a Group Of Senior Two Students”

3.Ms. Chua Pei Chen ：“Running Dictation 

and Acting - A vocabulary lesson to 

identify and match definitions, as well as 

create a story using verbs of movement.” 

4.Ms Radha & Ms Menaka ：“Factual Essay 

Writing” 

5.陈胜耀老师：《课例研究：情境教学让学

生对政治课产生兴趣之成效》

6.黄世基老师：《合作学习对于初一生数学

学习成就与动机之行动研究》

7.朱键鸿老师：《与学生谈性别 - 以UbD课

程设计为模板的性别教育课成效》

1

2

3

4

5

6

7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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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教育研讨会（二）

教师专业研习会
从学校程建设到教师与专业的关键思考

林卿卿老师 报道

万恒，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

授。联合国儿基会与教育部人事司“爱生

学校管理”项目专家。现任教育部中学校

长培训中心港澳台与海外教育研究主任。

2019年11月20日与21日（星期三、四），我校邀请来自中

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万恒博士前来主持《从学校课程建设到

教师与专业的关键思考》研讨演讲。研习会从早上9时至下午4

时，于忠礼堂进行，万老师带领着我校全体老师，一起研讨从学

校课程建设到课堂教学设计、素养导向和高阶思维的概念以及有

效提问策略等相关课题。

万老师在开场时表示，“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有再好的

想法，若不行动，也无法验收成果。因此，行动为先是实行计划

的首要条件。

一、世界主要国家（组织）学生发展的核心素
养是什么？

据《面向未来：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全球经验》WISE研

究报告统计发现，全球化、知识时代、科技发展与信息时代、经

济成长、职业需求、教育质量提升等对超过一半以上的国际组织

或经济体提出的21世纪核心素养起到了推动作用。这6项动力因

素是全球范围内21世纪核心素养提出的共同推动力量。

国际上21世纪核心素养框架的结构和要素：

现今学校的教育理念已有所不同，过去注重人才的选拔，现在则关注人的培养。为加强落实21世纪核心素养的教

育，丹尼尔·平托在《教育大未来》里提出人的六种核心能力：设计感、讲故事的能力、整合事物的能力、共情能力、玩

的能力和意义感。 

针对以上该落实的世界核心素养教育，万老师提出了评价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她强调：“对于教育而言，有3个关键

的环节非常重要。一、选拔的问题；二、评价问题；三、培养问题。这三个环节处理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一个教育的发

展。” 素质评价问题困难在于：质性与量化、统一与个性、真实性与科学性、全面与负担。

为了解决这些评价的难题，必须采取全新的思路。为此，万老师提出了当前的PISA测试、新旧高考方案对比、西方

相关理论的研究来作为参考。从数据中发现，中西方都在努力全面、平衡、优质化公平性的评量。万老师还提出，美国有

不少大学已不满足现有的大学招生方式，正在寻求改变，而这个改变的大思路，与中国开发完成的系统非常相似，而这足

以影响世界正开发的教育系统。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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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顶尖私立高中组成的联盟 Mastery Transcript Consortium（MTC）

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学生评价体系 — A New Model

1.分析与创造性思维（Analy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

2.复杂沟通—口头及书面表达（Complex Communication — Oral and Written）

3.领导力及团队合作能力（Leadership and Teamwork）

4.信息技术及数理能力（Digital and Quantitative Literacy）

5.全球视野（Global Perspective）

6.高适应性、主动探索、承担风险(Adaptability, Initiative, and Risk-Taking)

7.品德和理性兼顾的决策能力(Integrity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8.思维习惯(Habits of Mind)

二、如何把核心素养从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

因为教育的大改变，教材学科目标变得极为重要。首先，必须认识

并理解课程的要素，再来是了解课程管理及分类，最后是以学习者为中

心、思考构建适合学校的课程体系。

认识课程相关三要素

要素一：什么是课程？

要素二：课程设计的五个方面

    一、课程的目标

    二、课程的内容

    三、课程的对象

    四、课程的实施者

    五、课程的展开方式

要素三：分类标准：课程功能

- 基础型课程=打基础的课程

- 拓展型课程=发展兴趣的课程

- 探究型课程（研究型课程）= 创新精 

  神的课程

针对上述课程三要素，万老师还提出了课程实体分类的视角，其中包括语言、科学、艺术、个人知

识、伦理学、纲要学等等。在此基础下，课程功能可分为：基础型、拓展型和研究修，学习方式可是必修

或选修课程。她强调：“课程承载未来、课程成就个性”，为此，她与现场老师分享了海内外中学的各种

课程。而中国的课堂教学演进，也从过去的“聚焦教材”，务必做到面面俱到演变到今天的“聚焦素养”

，以大单元教学，关注评价。

理论
教育

实践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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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习 会 中 ，

万老师让老师们分

科进行研讨，谈论

的课题包括：一、

什么是课程？二、

招 生 制 度 如 何 应

变？我们如何帮助

学生接轨？三、如

何以课程为工具，

帮助学生培养核心

素养？各科老师进入研讨氛围，在我校愿景底下，讨论

出符合兴华发展方向的课程目标。隔天，各科老师也在

万老师的带领下，继续小组讨论并设计出不同学科的课

程。最后做口头报告，由万老师负责点评。

万老师在总结时提到，核心素养研究容易陷入单

一性、短视性，因此核心素养研究需要与时俱进的多

领域、多层次研究领域的支撑，诸如“人格构成及其

发展”研究、“学力模型”研究、“学校愿景”研究等

等。核心素养必须“落地”，不能“飘在空中”，一是

指将核心素养渗透在课程建设中，需符合学生的需求；

当前的研究还没有对“核心素养”如何通过课程来落地

提出明晰的道路；二是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核心素

养不是直接由教师教出来的，而是在问题情境中借助问

题解决的实践培育起来的；三是对核心素养的评价不能

陷入死板、僵化的境地。核心素养并非“万能药”，不

同学校在落实核心素养时要保持自己的特色，既不能千

篇一律也不能把核心素养当做万能良药，如何基于已有

的核心素养框架探索符合本校学生发展需要的素养才是

重点。

苏进存校长在总结时表示，赞赏全体老师积极互

动，全情投入的精神，使他看到兴华人的阳光精神和向

上的力量。他说，教师必须通过不断地自我提升，才能

面对未来的挑战。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创造力思考及终生

学习的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学生高思维及自己活出精彩

的一生。

◢	苏进存校长（左）赠送纪念品予万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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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1日与22日（星期四、五），配合2019

年教育研讨会（二、三），我校谙华文老师出席万恒博士

所带来的研讨演讲时，英语教学中心老师同步于科技大楼

协作学习室进行英语课程规划工作坊，重新制定2020年

英语科教学重点及进度表，并以课程规划（curriculum 

mapping）概念 -组织(structure)、计划(map)、报告

(report)、分析(analyze)及精炼(refine)作为重整规划

课程及教育蓝图的流程。

我校自2 0 0 9年便采用对照欧洲共同语言框架

（CEFR）编撰的英文教材，学生在学习英语文的同时尚需

兼顾统考、SPM、剑桥英语及IELTS等考纲，多年来英文

老师皆以补充教材配合考前密集备考模式协助学生顺利应

考。2020年开始，我校为应董总教育大蓝图减少语文科课

时及松绑学生课表的呼吁，英文科每周节数将由7节减至6

节。在课时减少，但不影响教学效果的挑战，教学进度与

教学重点的精简重整便显得迫切。

因此，全体英文老师在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的带

领下，先以同级老师为小组单位，按课本及2019年教学进

度表对比统考及SPM考纲，进行纵向与横向交差检视，重

新规划学生知识点与技能的排序、剔除重复的学习点，加

2019 年教育研讨会（三）

入课本未涵盖的考纲、并拟定统一评量标准。之后高、

初中两大组再进行交叉检视及重整，最后汇报整体课纲

的铺排，让全体老师对学生在我校六年的学习地图有整

体认识。

通过两天的工作坊，老师们按原定计划完成教学进

度与课纲重整，并成功凝聚共识，每一级的老师都对学

生在整体能力建构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也体认到一

个学生的学习成败是全体老师共同的责任。

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

校长在总结时提到，课程规划工

作坊是个大量反思的过程。在将

近8小时的讨论过程中，老师们更

具体地勾勒学生在校6年的学习地

图（learning map）及更明确地

设计建构英语文能力的步骤，对

将来课堂教学起着结构性的良性

变化。此外，老师们也体认了评

量标准化的重要性。因此，英语

教学中心管理层在新学年将参照公共考试和国际英语测

试的标准，完成统一口语表达的评量标准。

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 供稿

精简英文课堂教学重点、勾勒学生学习地图 
英语教学中心课程规划工作坊

◢	莫壮燕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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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享悦与专业研习会结束后，各学科分别进行各科教研

组总结与展望工作会议。史地组会议于11月18日出发参访印

度庙前进行，期许将来年的教育工作做得更细致，提升教师

教学的快乐与学生学习的热情！

◢	国文组。

◢	华文组。

◢	生物组。

◢	数学组。

◢	商科组。

◢	科学组。

◢	数学组。

◢	化学组。 ◢	物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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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开课前夕，我校于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在科技大楼

协作学习室举行新老师工作坊，让新老师进一步地了解学校办学理念及熟

悉校园环境。除了新任老师，当天出席者还包括课外活动主任谢锡福副校

长、教务主任许梅韵副校长、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训导处主

任李荣兴副校长、教务处许长青副主任、朱键鸿副主任、辅导处谢广婷主

任、总务处黄志光主任、训导处郑友副主任、舍务处陈国华主任及舍务处

苏传杰副主任。

许梅韵副校长在工作坊一“知彼解己，兴华教育听、看、说”

中，与新老师谈了关于21世纪老师们所将面对的学生面貌。她从科技时

代、KSSR课纲及家庭三个面向进行分析。科技世代学生对表达的生疏，

表面化地接收零碎讯息，让他们表现较不专注，也较无法梳理出阅读或与

人对话过程应拿捏到的关键讯息。此外，学生在KSSR教育培养目标下，创

意思维提高之时，也显现缺乏耐性及欠缺谨慎的待人处事风格。在家庭方

面，学生、家长及教师之间关于价值观培养的拉锯战，也提高了老师们的

教学挑战。

通过《兴华简介》的播放，许副校长让新老师们了解学校的六育教

育，即德、智、体、群、美、劳，及深入探讨“人文科技，面向未来”的

教育理念。当天，她也准备了学习单予所有新老师，以让老师们自行整理

其所听、所获。此外，也说明在教学工作的规划上，应循序渐进，按教育

规律去设计，并采取多元化原则布置功课及设计评量。

接着，谢锡福副校长在以“学生主体论”为主题的演讲中提到，人

活着最主要的需求是爱，而爱就是让人能获得最大的思考和最大的选择

权。他以电影《画魂》为例，提醒老师们应尊重每个学生的独特价值，让

学生的自主能量得以释放出来，也让老师成为

学生的“转型人”。他也揭示，“有教无类”

应尊重差异，而“因材施教”则需通过研究重

点达成。

当天，全体新老师在朱键鸿副主任的带领

下参观校园，包括校史馆、图书馆、行政各处

办公室、各实验室等。最后，新任老师们在资

讯科技中心主任李庆福的指导下，学习使用校

园电邮的账号。

◢	谢锡福副校长

◢	李庆福主任

◢	朱键鸿副主任带领新老师参观校园。

2020 学年新老师工作坊 贺字宁 报道

◢	新到任教师与各处室主任合影。

◢	参观校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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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生涯下午茶之认识科系与职业

何谓社会科学

巫美萱老师 报道

2019年7月25日（星期四），香港教育大学环球事

务处助理环球事务处经理邹咏仪、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李裕维博士及目前就读该大学心理系的马来西亚学员李

皓而为同学们介绍香港教育大学与讲解何谓社会科学。

做为香港最大的教师培育机构，香港教育大学在

带领教育及相关政策讨论方面，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供外国学生申请，其中包括学杂费

及宿舍费全免或半免等。香港教育大学共有三个学院，

分别是教育及人类发展学院、人文学院、博文及社会科

学学院，并且推出多个与教育相关的学科课程。学生除

了主修一个所属学院的科系外，还可选择修读第二主修

或副修所属课程以外的其他学科，让学生能作跨学科的

学术及专业交流，从而扩阔视野，丰富学习体验。学生

在大学毕业后可成为教师，或进入不同专业领域工作。

接着，李裕维博士向同学们介绍何谓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

特别注重人类的行为、社会结构及其复杂的互动和发

展，共有5个主要支流：

◢	邹咏仪经理

◢	李裕维博士

◢	李皓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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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2019年7月26日（星期

五），举办香港城市大学升学说明会，由香港城市大

学环球事务处对外联络事务陈秀明主任主讲。

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以下简称城大），位处于大都会中心的著名学府，成

立于1994年，在专业教育及研究领域均取得杰出成

就。25年以来，城大已位世界领先学府之列，致力以

创新、创意和研究，提升人们生活素质，造福全球。

城大的校园设计，旨在营造富创意的氛围，让各

种理念百花齐放，教学人员不少是国家级学院的院士

或专业学术组织的会员，在各自专长的学术领域追求

卓越。该校关注世界，研究成果不仅造福今日社会，

更希望为下一个世代创建更美好的未来。城大开办

赛马会动物医学及生命科学院，是香港首间动物医学

院，矢志成为亚洲区研究公共卫生及动物健康的卓越

动物医学中心，并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动物医学院，合

办由政府资助的六年制兽医学学士学位课程，提供世

界级的动物医学教育。

城大在2015年成立香港高等研究院，由跨学科

专业学者组成，矢志促进科技发展与创新，成为卓

越的国际研究中心。其中工程、计算机学（Computer 

Science）与商业科系在城大尤为著名。

香港城市大学升学说明会

黄思贤老师 报道

◢	我校同学与陈秀明主任（右二）相见欢。

城大的伙伴院校超过400间，遍布43个国家

及地区。该校学生将会有3个学期的交换计划，学

生可在大二的第二个学期申请6个自己想去的国家

进行交换。除了交换计划，城大与世界其他著名

大学如：纽约的 Columbia University、德国的

University of Leuphana和国立台湾大学合办双

联学士学位课程，先在城大修读两年，再到伙伴

大学修读两年，让学生有机会在截然不同的环境

中学习。

城大提供3种类别奖学金供留学生申请。第一种是

Top Scholarship,涵盖每年的学费，校内住宿和每年的

日常开支。第二种是Full tuition scholarship,全年

学费全免。第三种则是Half tuition scholarship,

全年一半学费。学生在申请入学时自动利用成绩

进行评估是否为奖学金合格者，不需要另外提出

申请。成功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在学习期间，每年

必须达到3.2或以上的累积平均成绩（CGPA），方

可延续下一年奖学金。开放申请时间于每年的九

月末至隔年的一月底。同学需准备高中两年的成

绩、自传、英文成绩（IELTS/TOEFL）自行上载到

网站上。而想报读创意媒体学系的同学还需另外

缴交个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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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美萱老师 报道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2019年8月1日（星期

四）主办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升学说明会，邀请就

读清华大学音乐系二年级的黃紫瑩校友，前来为

学弟妹分享在清华大学的生活及学习点滴。

清华大学现有理学院、工学院、原子科学

院、生命科学院、电机资讯学院、科技管理学

院、清华学院、竹师教育学院、艺术学院及人文

社会学院，2016年11月与国立新竹教育大学合并

后，改称为国立清华大学南大校区。

紫瑩校友表示，该校毕业门槛为126学分，在

大学四年内修完学分即可毕业。大学的上课方式

多以报告为主，而考试即分成期中考及期末考，

考试模式大部分也以报告形式为主，有分组报告

或个人报告，报告的表现则纳入最终考试的分

数。除了系上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外，同学们也需

要修读通识课，紫瑩校友表示，自己会选择有户

外教学的通识课，让她有机会参观台湾的古迹或

文物。

此外，清华大学也提供奖学金供侨生申请，

其中包括侨生奖学金、优良侨生奖学金等，为同

学减轻学杂费、生活费等负担。紫瑩校友说道，

她每个月的生活费平均花费5000元新台币，住宿

费用则是一个学期8000元新台币。侨生保障住宿

四年。大学的社团种类繁多，有学术性社团、艺

术性社团、技艺性社团、音乐性社团、体育性社

团及服务性社团。紫瑩校友参加咖啡社，并且有

机会到咖啡店实习，亲手制作咖啡给客人品尝。

清华大学有一个组织为侨联会，来自各国的

学生如马来西亚、澳门、香港、越南等学生都会

加入此组织。侨联会将侨生们聚集在一起，举办

迎新宿营、新春聚餐、野餐等活动，让离乡背井

的同学不孤单。除了侨联活动外，紫瑩校友还有

参与清华大学马来西亚学生的聚餐、出游等。而

在自己的系上也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如音乐会。

紫瑩校友分享道，在台湾求学的同学，若有

意在校内或校外打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则需

要申请工作证。除了申请工作证外，同学申请的

健保卡也为同学们在医疗方面提供很大的便利，

无论是生病求医还是看牙医等，只需缴费150元新

台币至200元新台币的挂号费。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升学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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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升学说明会

黄思贤老师 报道

2019年8月7日（星期五），我校有幸邀请新加坡

国立大学招生处经理Miss Yap Hwee Yin及招生处代表

Mr. Ang Chuan Huat到来为同学分享留学新加坡资讯。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简称国大），是新加坡第一所高等学府，

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的顶尖学府。根据《QS世界大学

排名》，国大排名世界第11，其中9个科系排行世

界前10名，如：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Systems、Environmental Sciences，Architecture/

Built Environment等等。国大学科门类齐全，设有

电脑学、工程、人文和社会科学、建筑学、商业和会

计学、法律学、科学、音乐等。

国大坚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故与

超过300间，遍布40多个国家的大学建立伙伴关系。

学生在校期间可申请2个学期到其他学校进行交流计

划。为了磨练同学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获得工作经验

和行业知识，国大亦提供机会让同学到国外公司实习。

国大也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其中包括Ministry 

of Education Tuition Grant、ASEAN Undergraduate 

Scholarship（AUS）和外部组织提供的奖学金，以表扬

拥有杰出学术成就、领导素质及才能的学生。以上奖学

金主要以成绩审核为主，当同学申请就读国大时，国大

将会直接判断是否提供学奖学金。获得Tuition Grant

的同学，毕业后须在新加坡注册的公司工作3年，而获得

AUS奖学金的同学则需持拥有良好的操行外，成绩也需保

持在最低累积平均分（CAP）3.5。除了奖学金外，国大

也提供经济援助，让同学以贷款、助学金等方式缴交部

分的教育和生活费用。

Mr.Ang表示，若有意到国大就读的统考生可在10月

中到12尾到国大网站申请。同学可申请不超过5个志愿，

并根据喜好填写顺序。本科生录取标准主要是以同学

选择的课程要求及学术成绩。然而，有些科目如：建筑

学、工业设计、牙科、法律学、药剂学、音乐及护理学

同学则需额外进行考试及面试。录取结果将会在5月至7

月之间发布。

◢	Mr.	Ang	Chuan	Huat

◢	Miss	Yap	Hwee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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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美萱老师 报道

2019年8月9日（星期五），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主办台湾国立成

功大学升学说明会。说明会一开始由航太系兼国际学生事务组李约

亨组长主持。

国立成功大学，简称成大，位于台南，创建于1931年，为台湾

学术领域完整的研究型综合大学，有“北台大、南成大”之美誉，

学生总数2万多人，其中侨生、外国学生及陆生共约1800人。拥有

文学院、理学院、管理学院、工学院、电机资讯学院、社会科学学

院、规划与设计学院、生物科学与科技学院及医学院等9学院。每个

学院拥有自己一所独立的建筑物。由于校园空间极大，学院与学院

之间的距离较远，同学们可在校园内骑自行车上课。此外，国立成

功大学交通便利，火车站则在校园附近。

国立成功大学设备齐全，除了附设医院外、还有博物馆、图

书馆、室内泳池等。成大目前成大提供的奖学金包括优秀侨生奖学

金、清寒侨生就学奖补金、教育部提供的清寒侨生助学金、奖励海

外优秀侨生回国就读大学校院奖学金、侨委会提供在学及应届毕

业学行优良及侨生奖学金等，而外国学生还可申请成大优秀国际大

学生奖学金及教育部台湾奖学金。以上的奖助学金提供同学们学杂

费、住宿费、生活费等补助，减轻同学们在金钱上的负担。

此外，成大侨生组成“侨生联合会”社团，设有港澳同学会、

马来西亚同学会、印尼同学会、缅甸同学会、联合侨生同学会等5

个地区同学会举办各项活动，如迎新送旧活动、世界文化美食嘉年

华、春节联欢、端午、中秋等活动，凝聚来自各国的侨生，让身在

异乡的侨生们不孤单。

接着由机械系及工学院机械工厂主任陈国声教授和物理系罗光

耀教授分别向同学们介绍各系所的特色。就读机械系的同学有机会

以交换生的身份到德国、日本、澳洲等国家与当地学生交流。两地

的学生皆有机会到台湾著名企业实习的机

会，例如台积电。各系所除了注重同学们

所学习到的知识外，也提供多方面的实际

操作课程，让同学们将所学习到内容实践。

最后，由就读该校机械工程系的石

松灵分享自己的留台生活。他提及，机械

系的课程多数以实验、实作为主，同学们

必须完成大学部专题研究计划及实习方可

毕业。机械系的师资团队雄厚，教授们多

数毕业于著名外国学校。他还表示，同学

们无需担心到台南后无法负担生活开销，

因为同学们可申请奖助学金或到校内外打

工。此外，成大提供侨生与外籍生住宿

名额，同学们也无需担心住宿问题。成大

也提供丰富的实习与就业资源供同学们参

考，学长姐们不吝啬的在网上或返校分享

自己的资讯。石同学表示，自己非常幸运

能够到成大就读，因为收获了知识外，也

结交了来自各国的朋友。

◢	苏进存校长（左）赠送纪念品

予李约亨组长。

◢	说明会结束后合影留念。李辉祥主任（前右一）、

罗光耀教授（前右四）、李约亨组长（前右五）、
以及陈国声教授（后排）。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升学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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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日（星期五）韩国教育部国立教育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以下简称NIIED）代表率领

9所韩国著名大学到访我校，并于科技大楼 Chrome lab 为我校同学提供

留学韩国讯息及交流。这9所大学分别是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Korea、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Dong-A University、Sogang 

University、Sejong University、Inha University、Ch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Chung-Ang University、Ch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由于NIIED等官员及大学代表，第一次到访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希

望对我校的历史发展、愿景使命及教育措施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故本处特别招募会韩语的学生协助招待。首先，由我校潘彦彤同学

（S1SF）与黄昕仪（S1ACW）同学担任活动主持人，全程以韩语向嘉宾

们解说及介绍今天的活动流程。接着，由颜慧仪同学（S1SL）与陈宁同

学（S1SF）分别以流畅的韩语及英语介绍我校，嘉宾们专注聆听及对我

校同学的表现感到惊讶，并赞扬同学的韩语及英语能力很强，且所讲解

韩国教育部国立教育院代表
率团到访及交流

黄思贤老师 报道

的资讯也非常清晰，让他们对兴华中学的运

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随后，由NIIED 代表Mr.Kim, Kyu 

Soo透过影片向同学介绍 NIIED。Mr Kim

表示，NIIED通过由韩国政府赞助的全球

奖学金计划Global Korea Scholarship 

(GKS) program，让NIIED发掘世界各地的

优秀人才并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到韩国继续

深造。此外，NIIED除了负责韩国语能力考

试（TOPIK）外，NIIED也提供了学习韩语理

想的方法，以提升世界对学习韩语的需求。

Mr.Kim介绍完毕后，我校学生依据自

己感兴趣的大学及科系向大学各代表进行

询问，以进一步了解韩国升学的讯息。

◢	现场备有 9 所大学提供留学韩国讯息及交流。

/  升学资讯  / 40



丹斯里杨忠礼全球奖学金 
与 YTL 基金 - 兴华中学奖学金

黄思贤老师 报道

我校2018年毕业生叶

炳祥校友与纪婕妮校友，

目前就读于 Herriot Watt 

University Malaysia精算学

系，日前荣获“丹斯里杨忠

礼全球奖学金”。此奖学金

由已故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

礼董事次子拿督杨肃坚，为

了纪念杨董事长非凡人生与

成就，在今年捐献了1百万英

镑予Heriot Watt University 

Malaysia而设立，以让更多

马来西亚学生受惠及享有优

质英国高等教育的机会。

“父亲年少白手起家，艰苦拼搏，为杨忠礼机构日后发展全球多元化业务奠定厚实营运基础。父亲尽管受

教育的机会有限，但仍然了解教育的重要性。父亲一直坚信若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同学就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因

此，他一直支持及投入教育项目和计划，后来成立了YTL基金（YTL Foundation），为教师，学生和学校提供奖

学金和资金，以支持教育。”拿督杨肃坚于2019年10月16日（星期三）‘丹斯里杨忠礼全球奖学金’颁奖典礼

如斯表示。另外，拿督杨肃坚表示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现在为可跟随父亲的脚步感到很荣幸。拿督杨肃坚亦表

示，其在英国Heriot Watt University念书是个很棒的经历，希望能让更多马来西亚学生获得与他一样的宝贵经

验。因此决定启动这项奖学金计划，让巳故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的生活经历继续影响未来的学生。“成功

是个旅程而不是终点。学习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去达到目的，要成功就要努力。”拿督杨肃坚如此表示也祝贺成功

领取奖学金学生，希望以此方式来纪念父亲，同时帮助、支持和培育马来西亚业界的下一代领导人、创新者和影

响者。

另外，YTL基金（YTL Foundation）自2018年开始，为我校毕业生提供就读于Heriot Watt University 

Malaysia Campus“5+3”专属奖学金，今年则有就读Civil engineering颜友怡校友及就读Quantity Surveying

杨凯盛校友获得，学费由YTL基金全额赞助，另外还提供每年RM9600的生活津贴与RM600的购书津贴。上述奖学金

的申请，详情可浏览Heriot Watt University MalaysiaCampus大学及YTL Foundation网页查询。我校对巳故丹

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及其家属热心教育，嘉惠莘莘学子在优质大学继续深造感到敬佩，同时也期许获得奖学

金同学，应当自强不息，以巳故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为学习楷模，未来造福人群、造福社会。

◢	荣获奖学金的校友与师长合影。右一起为莫壮燕副校长、纪婕妮校友、

叶炳祥校友，以及升学与国际事务处黄思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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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位校友获双威大学44万7430令吉奖学金
陈胜耀老师 报道

双威大学市场营销高级经理符惠仪与市场营销经

理高佩琳，于2019年10月17日（星期四）亲临我校，

颁发总额44万7430令吉的独中奖学金予我校19位校

友，由苏进存校长及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代

为接收，其中4位获奖校友也特别回校与师长相聚。

19位校友分别获得双威大学三项奖学金，包括丹

斯里谢富年入学奖学金（Jeffrey Cheah Entrance 

Scholarship）、双威大学独中生领导力奖学金

（Sunway CIS ECA Scholarship）以及双威音乐奖学

金（Sunway Music Scholarship）。

李辉祥主任提到，双威大学多年来在教育事业

上，给予了许多的回馈，提供高额的奖学金供独中学

生申请，我校学生从中受惠不少。升学所需考量的经

济问题，是影响许多家长或学生选择大学的重要因

素，他感谢双威大学在这方面给予我校学生很大的帮助。

透过在双威大学内的观察，高佩琳认为，毕业自

我校的学生，都具备了谦卑的特质，懂得自律亦非常

受教，一些小问题只需经教师们提点，既能够改善，

无需教师们过于操心。她形容，毕业自兴华的学生就

如一棵植物，兴华把他们栽培得很好，到了大学只需

要简单地浇水，既能茁壮成长，开出丰盛的果实。

苏校长也勉励在场的校友，在大学应透过不同的

管道好好表现自己，给校方留下良好印象，以作为该

校对我校学生的评估依据。虽然课业会很繁重，但也

应好好享受大学生涯，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凡事尽力。

◢	苏进存校长（左四）及李辉祥主任（左三）代表接收双威大学市场营销高级经理符惠仪（右四）颁

发总值 44 万 7430 令吉的奖学金。

Jeffrey Cheah Entrance Scholarship:
● BSc(Hons)Accounting & Finance: 梁美琪、许瀚元、 

   罗栐曜、曾贵生、邱怡君、许慧桢

● ICAEW: 郑溆霈、周慜

●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杨伊甜

● BSc(H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徐嘉雯

● BSc(Hons) Financial Analysis: 李俊陞

Sunway CIS ECA Scholarship
●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潘立怡

● BSc(Hons) Conventions & Events Management:  

   黄斯琛

● BSc(Hons) in Acturial Studies: 李康生

●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陈卿昇

● Diploma in Performing Arts : 陈卓恳

● Victoria University Bachelor of Business :  

   郭志忠、林晓彤

Sunway Music Scholarship
● BSc(Hons) Music Performance: 戴嘉辉

获奖校友：

/  升学资讯  / 42



阅读与创作：

校外创作比赛与相关书目推荐！

找到人生航行中可仰望的星图

2020 年，有多项创作比赛等着你！目前，你可尝试参加：

1.	 2020 年“华文创想曲”海外华裔青少年创意作文大赛

2.	 2020 年第 38 届全球华文文学奖

想参加却无从下手？或许，你可以先从用心生活，细心观察周围人事物开始！

当然，也推荐你看看图书馆为你整理的书目。

写作可从几方面下手：

阅读！

看电影！

《写作第一课：从阅读起跑》凌性杰  |  C811

为什么要写作？也许为了记录生活、分享经验，也许有话想说、有心创作，也

许，只为了作文成绩。

无论目的为何，提笔之前请问问自己：

我有材料可写吗——最近看了什么、想了什么？

我有技巧能写吗——能否将这些感受和思索写得清楚、写得好看？

阅读，就是解答。

面对写作，常有学生疑惑：已经非常勤奋督促自己练习作文，为什么还是没有进步？

没有进步的关键在于：只有写而没有读。在写作的路上走得越久，越能发现文字技巧容易学习，但是宏

大的视野、深刻的识见很难达到。

一个人若是没有变得更“大”，写出来的文章也很难变大；若是没有累积见识，就写不出主题深远的文

章。而让自己变得更大、更渊博浩瀚的第一步，就是阅读。

《看电影学作文：一部一步教你登峰六级分》张耀仁  |  C811

“作家刀”细剖一部部引人入胜的电影，转化归纳出最重要的写作秘技！

例如：

看《不可能的任务》学：眼明与手快，破解引导式作文：看《脑筋急转

弯》学：不同人称，不同视野；看《少林足球》学：写作需要的逻辑！：看《

冰雪奇缘》学：作文要受阅卷老师青睐，靠排比！

带你——试解近十年历届基测、会考作文，命题趋势一把抓：一部一步“

现学现用小练习”，自然写出篇篇动人好文章。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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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师学习！

看看同学怎么写！

扫描二维码浏览
图书馆馆藏相关图书

《创意写作大师课》 于尔根·沃尔夫(Jurgen Wolff)  |  C811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作家，为何不向好的作家学习呢？《创意写作大师

课》将带你向*受敬仰的作家学习写作创意和技巧。从狄更斯、奥斯汀、契

诃夫，到玛丽?雪莱、芒罗、斯蒂芬·金，《创意写作大师课》将指导你：

·找到自己的写作风格·构建强有力的故事情节·想出好的故事

·克服作家的写作障碍·创造栩栩如生的人物·规划理想的作家生活

《作文，就是写故事：故事核心式创意作文术》李崇建  |  C811

每个孩子都可以写作文、写故事！你正面临作文困境吗？

大台中最知名作文班品牌「千树成林」创办人李崇建汇整多年实际教学与演讲经验，面对

参加作文考试、比赛的忧虑，提出实用的作文教学策略，鼓励孩子写写作文，解放你的书写力和

想象力，提升你的觉察力和创造力。要怎么具备这些能力呢？只要简单的透过有趣的故事与讨论

的方式！

你也想体验创意作文的魔力吗？欢迎加入用故事快乐写作文的行列！

《写作吧！破解创作天才的心智图》《写作吧！你值得被看见》蔡淇华  |  C811

给我故事、给我步骤、给我实例，给我听得懂的写作语言，

打开蔡淇华老师的书，破解不固定中的固定。

铺天盖地的写作方法，篇篇精彩、则则惊奇！

得奖作品
《第二届“华文创想曲”创意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集》

明道文艺（454期）

学生作品集
《2018高考满分作文特辑》 

《最新中学生优秀作文1000篇》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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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向往美好的生活
发现热爱的事物是一种幸福！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让我们来为新学年定下目标吧！与其想说要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不如设下目标——“

把日常过得更好”！毕竟呀，这世界不缺乏美丽的风景，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这生活不缺乏诗意，

只要你有把日常过得更好的决心！

希望你在年初就定下目标，找出你爱做的事，好好踏实地去做，因为“发现热爱的事物是一种幸福”！

美好生活的建议：

 制定学习目标

 学习一门语言

 开始一种运动

 计划一趟旅程

 阅读一本好书

 早起做便当

 热爱写手帐或开始......自我成长、生涯规划、时间管理、理财储蓄

别迟疑了，快到主题书展来发掘你热爱的事物吧！

推荐书目 
图书展示 02.01.2020~15.02.2020 ； 图书借阅 13.01.2020

1.看书

■生活的步调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吉野源三郎

C861 

无论世界变得如何混乱与残

酷，我们还是可以决定要用什么样

的姿态好好活着。有痛苦、有逆

境，正是人生往前迈进的证明。一

切的思考、所有的烦恼，都是有价

值的。看了这本书，你将从中得到

无比的激励。

《活着多好呀！》

汪曾祺

C848

书中传递了一代大师坦

然纯净的人生态度，对人世

满腔热爱、对万物钟情的生

活情趣。谨以此书献给所有

追求生活的美好、真情和诗

意的人。

《我爱这热闹的生活》

叶广芩

C855 

这本散文集内容主要是围绕其一家子热热

闹闹、风风火火的生活来展开：与女儿顾大玉

的成长、教育中碰触的无数火花，九十多岁的

公公跟新时代的晚辈（顾大玉）抱持着的固执

与可爱，与丈夫到日本生活的种种热闹以及各

种哭笑不得好玩有趣的故事，以及记录从医经

历时印刻在心中的二三往事。主要体现的是在

日常生活中常见又很难得的人间烟火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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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电影

《那些电影教我的事》

 水ㄤ

C987 

我们发现用不同的角度看电

影，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拥

有独特观点，善用精简一句话传

达电影精神，进而启发读者追求梦

想、珍视人生，我们相信──人生

就像是一部电影，精不精彩就取决

于你怎么看，和怎么感受。

《明天做什么吃呢？

松浦弥太郎的料理笔记》

松浦弥太郎

C427

日本生活美学“教父”松浦弥

太郎的首部饮食笔记。内容包含松

浦弥太郎亲手制作并总结的66道食

谱、数十条简单烹饪技巧，以及多

篇有关饮食与人生的治愈随笔。

《食帖15：便当灵感集》

林江

C427

从今开始带便当，就是爱自己

的好方式。这是一本每日便当生活

必备灵感全书，为你解决有关便当

的所有疑问！

3.下厨、做便当

■记录生活

文转下页

《夜色缩时摄影术》

竹本宗一郎

C953

本书由足迹踏遍世界各地的畅销摄影

作家“竹本宗一郎”拍摄与执笔，巨细靡

遗地解说各种关于在夜空下拍摄“缩时摄

影”的要领，透过各种不同拍摄主题与情

境的实际范例，解说与示范当下的拍摄重

点与器材操作设定的注意事项。

《用手机也能拍得更好的100个

妙方：完美摄影微调术》

 CAPA

C953

本书以“图解”的方式，示

范从街拍、随拍、夕景、夜景、人

像、风景、美食、小物、花卉、宠

物等不同的主题，一直到手机APP的

活用、影像编修的要领，让你我能

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吸收与活用这

100个浅显易懂的摄影妙方，不论是

用手机还是单眼相机，都可以拍出

更棒的好作品。

1.摄影

1月份延伸阅读书目

扫描二维码浏览图书馆
整理的相关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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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发现生活的美好——
东西方留学生活大不同?!
主讲人：林倖伃（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

        吴静儿（澳洲墨尔本大学设计系）

日期：2020年2月4日（星期二）

时间：2:45pm-4:00pm

地点：图书馆书库

这场分享会，我们不谈升学、不谈成绩，我们谈“生活”，

因为......生活没烦恼，书才读得好！

两位学姐将与你漫谈留学生活的点滴

学习日志×宿舍生活×异国情调×个人爱好

让她们来告诉你：

生活本该有的模样！

手帐群英会
日期：2020年2月11日（星期二）

时间：2:45pm-4:00pm

地点：图书馆教师进修室

你喜欢写手帐吗？

喜欢在笔记本上剪剪贴贴、涂涂写写？

喜欢纸胶带、盖章、贴纸、钢笔？

对日记事、月记事、阅读笔记、课堂笔记有所要求？

那就对了！

如果你是喜欢写手帐、热爱文具，

或善于利用生命指南针的同学......

欢迎你带着你的手帐或生命指南针来参加手帐群英会吧！

让我们一起交流做手帐、写笔记的心得！

届时，将会有不少纸胶带、盖章、贴纸供你使用哦！

活动报名方式请留意主题专柜前的布告栏

《把小日子收进手帐里》

阿怪等人

C960

那些美美的手帐页面，都是怎

么构思出来的？

解决手帐迷实际问题的案头宝

典来了！打开书立刻就能用到满满

的干货！

《生活手帐素描》

关本纪美子

C960

本书引领您进入美妙又愉快的

绘画世界。

除了Step by Step 图解素描步

骤，作者还另外介绍素描的上色技

巧。教您灵活运用画笔，速写描画

每天遇到的人．事．物，让记忆更

缤纷鲜活！

《从未来写回来的逆算手帐》

小堀纯子

C019

逆算手帐创始人结合“逆算

思考”和“手帐术”，利用反推习

惯，提高计划的达标率，让目标明

确，消除焦虑，内心充满踏实感！

2.手帐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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