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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兴华为改变的起点，

从“心”超越，加强心理韧性，
练就无惧变化的心态；
以兴华为尝试的起点，
重“新”超越，

持续迭代更新软硬实力，
挖掘多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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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74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校庆主题：“从兴超越” “重新”亦“从心”
采访报道 | 谢依恩（初二爱）、刘函鑫（初三礼）、吴芯仪（高二文商廉）

2021年，兴华创校迎来74周年，各种挑战与变

苏进存校长致词时，也提及先贤前辈们和三机

数仍持续出现，唯一不变的是兴华人敢于拥抱变化

构长期以来的支持与领导，以及积极正向、有共同

的态度，齐心打造“从兴超越”的兴华精神。

愿景和专业教育，秉持当年创校的时代精神，汇聚

6月18日（星期五）早上7时50分，我校三机构
理事成员和全体教职员生，齐聚线上一同观看预录
的校庆视频，以庆祝第74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今年的校庆主题是“从兴超越”，由课外活动处、
训导处、学长团、合唱团、相声社、吉他社及口琴
社携手合作呈现，并由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刘
璎凌主持。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在致词中表示：“兴华的孩
子，在你选择珍惜、不浪费这场疫情危机的时刻，
你们同时为自己开创着美好的明天。”他提醒，同
学们不能忘记前辈们共同的努力，要更加珍惜我校
眼前的各种成就，并希望同学们在未来的数载年都
要传承这份华文教育的精神、发展母校雄图的志
气，造福更多的学子、培养更多优秀的兴华人。

成巨大的群体力量，才能成就现在的兴华，带领全
体兴华人一路前进。他表示，我校全体师生为适应
疫情所带来的影响，调整了学习态度和教学策略，
现阶段的居家学习将会成为全体兴华人精彩的成长
历程。
学长团团长杨宇燮（高二理爱）则代表全体同
学致词，他对今年校庆的主题“从兴超越”作出
了诠释，该主题分别代表了两层含义，既“重新”
与“从心”。“重新”代表了兴华将会不断更新，
不断进步；“从心”则是心里上无惧局势的变化，
一一战胜难关的决心。他表示，学校，乃知识的殿
堂、成长的摇篮。而老师们的指引，让同学们找到
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并向学校和老师们表示感谢与
祝福。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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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长期服务奖的教职员。

（文接上页）
庆典上，亦播放了合唱团的代表同学献唱的《教师颂》，借此表达对老师们辛苦付出及坚守工作岗位由
衷的敬意与感谢之情。同时，我校也颁发了“教职员服务奖”予在校服务10年及以上的资深教职员，对于他
们尽心尽力的付出表示赞赏。今年共有24位教职员获得此奖，得奖名单如下：

服务30年 彭桂莲老师、吕俍駩老师、洪建枝先生

服务25年 莫壮燕副校长、杨四娇老师、陈丽丽老师、黄雅幼老师、
陈淑萍小姐、林雪玲女士、邝美玉老师

服务20年 李辉祥主任、郭清建老师、林丽琼小姐

服务15年 詹荣贵老师、黄世升老师、黄德胜老师、刘兼阀老师、
杨莉云老师

服务10年 林惠芳老师、吴德清老师、王翠玲副主任、李宛沄老师、
Miss Vijia Rani、Miss Suchatra

当天，荣获第三届全国中学生相声比赛一等奖的郑健隆同学与李洁柔同学，带来了题为《马来西亚的特
色》的相声表演，他们采以本地特色作为创作的内容，甚是贴近生活，因此带来的表演得以引起了师生们的
共鸣。
除此，为了表达对疫情下前线人员的肯定与祝福，吉他社与口琴社也作为压轴表演，共同演奏一曲《平
凡天使》，带给全体师生不同的视觉及听觉飨宴，线上校庆庆典也洋溢着浓厚的温馨氛围。最后，我校第74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在《生日快乐》歌的播放与师生们的祝福下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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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三机构成员及教职员生同步通过云视频会议平台参与线上庆典。

1
2
3

| 1.合唱团代表同学献唱《教师颂》。
2. 郑健隆同学与李洁柔同学，以
《马来西亚的特色》为题的相声表演。
3.吉他社与口琴社，共同演奏一曲
《平凡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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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冬过，满眼韶华一片春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致词全文：
我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署
理董事长卢金峰、校友会主席叶进来、家教协会主
席刘金城、苏进存校长、各位三机构理事、线上的
老师、家长和同学们，早安。 			
兴华中学迈入74韶华，在华文独立中学200余
年的发展轨迹中，还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即便
如此，74年的兴华岁月，却是历届董事长、董事、
校长、家长、老师、校友及学生选择了共同努力，
才将那茅草屋顶、逢雨漏水、艰辛克难，替换发展
成办学成效也广获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所谓沧桑
砥砺，春华秋实，在母校74岁生日的当下，我以董
事长的身份带领在场的全体兴华人感恩这丰收，同
时也和大家共同省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我们在乘凉之余，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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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
10年、50年、100年，这份传承华文教育、发展母
校宏图的志气，必须造福更多的学子、培养更多的
优秀兴华人。
2020年至今，一年半载了，全球仍奋力对抗新
冠病毒百年疫情。国家的行动管制令，力在阻断

书。几天前的SPM成绩的公布，更创历年最佳，总
及格率达98.55%，同学们用心学习，老师们的苦心
栽培，学长们的配合，令人欣慰。当然，还在求学
的学弟妹，也从一开始的无所适从逐渐成功自我调
适，展现课业上的进取，并在不同领域的校外学艺
竞赛中获佳绩。兴华的孩子，在你选择珍惜、不浪
费这场疫情危机的时刻，你们同时 为自己开创着美
好的明天。恭喜你们！
而在疫情阴霾笼罩下辛勤耕耘的园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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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不怕艰难的勇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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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要特别感谢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
开蓉董事，无时无刻都心系兴华，为学校软硬体建
设费尽心思，这是兴华人的福气。		

病毒，但同时也阻断了正常的校园学习。所幸，

看看又是残冬过，满眼韶华一片春。青春不老

在苏进存校长的带领下，在家长的配合下，全校教
职员坚守专业岗位、勤奋追

的母校兴华中学，祝福您74岁生日快乐。也祝福全

赶科技步伐，善用平台与技

健康平安，幸福饱满。谢谢！

术笃定上网课教导学生，同
时还致力提供丰富的线上课
外学习与成长活动，让居家
的同学依旧沐浴于春风化雨
中，进德修业，琢璞成器。
为此，2020年高三毕业的同
学在抗疫的艰难时刻，依旧
在全国高中统一考试取得非
常亮丽的成绩，总及格率达
98.40%，初中统考99.73%，
并陆续在这几个月，纷纷收
到世界顶级大学的录取通知

体三机构成员、兴华中学教学团队、家长、同学，

校庆暨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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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并进，开展全方位的均衡教育
苏进存校长致词全文：
尊敬的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卢金峰署理董事长、校友会主
席叶进来董事、家协主席刘金城董事，各位三机构
董事、理事、在线的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
学，大家好!				
从去年3月因新冠病毒的肆虐，全国进入防疫
的新常态至今已4百多个日子，大家都理解，这趟
疫情可说近百年来人类最大的挑战，为人类各种生
活形态带来极大的冲击，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将是不
一样的世界，许多新形态行业应运而生，许多行
业也因疫情消失了，或形态改变了，在挑战与响应
中，加速了历史巨轮向前运转，是转机，也是契机。
诚如1947年，兴华的诞生，经历了救亡图存、
复兴、建置与精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其关键
的时代门坎，这其中是历任董事长、历任校长、历
任董事、三机构成员、老师等许多先贤前辈，许许
多多的无名英雄，汇聚成巨大的群体力量，成就了
兴华，兴华创校至今74年，在展望80，迈向兴华
100年之际，每个兴华人怀着前人的血汗，后人的
期望，不断自我鞭策，努力超越。		
这次的新冠病毒的出现，对个人、学校、国
家，甚至对人类都有着极大的启示，个人能否安身
立命，学校可否稳健前进，国家可否能继续发展，
我们经得起考验吗？就如兴
华在过去的74年里，不断
面对挑战，不断寻求突破，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发现众
人力量、群策群力、同心协
力，终究让兴华走在新教育
的历史关键点上，是这股兴
华人的力量，是长期来三机
构和谐互动的支持与领导，
以及积极正向、有共同愿景
和 专业教育团队，秉持当年
创校的时代精神，携手前进。

吕吉埔董事长、丹斯里林玉静董事长、丹斯里
杨忠礼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董事长、三机构永久总
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历史会证明，这些的校园
软硬件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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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华的大家长以高曕远瞩的视野带领全体兴华人一路
前进。		
高龄90的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带领家人全额赞助
翻新重建校园各项基本建设，一点一滴、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全心投入建设，从篮球场、兴华
园、篱笆，到即将开工的 保安亭重建工程，无不亲
力亲为，一心为师生建构典雅舒适的校园，潘斯里
的大爱精神，令人敬佩。
今天三机构在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的领导下，也
全力提升学校软硬件建设，全校复盖太阳能再生能
源工程的完成，为绿色校园注入新的篇章;疫情下
启动纾困基金，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大爱的智慧与
勇气，三机构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力量，是我们全
体师生可以沉淀与思考，在疫情下如何壮实我们的
思维、心灵与能力，来响应后疫情，新时代的要
求，来响应人工智能的波涛汹涌中，我们如何理性
感性兼具面向世界。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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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当然，我们全体兴华人，非常清楚在兴华教育
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与时并进，开展全方位的均衡
教育，为同学们建构关键核心素养。
疫情下，全体师生经历了许多新体验、居家教
与学、无数次的在线会议、线上线下课外活动、混
合交潜，师生们各显神通，激发各自的创造力，丰
富了疫情下的校园天空。			

钻研教学策略与技能，努力经营班级与教学，同学
们自立自律居家学习，经历了精彩的成长历程。
是的，这是兴华美丽天空的景象，我们从兴超
越、将兴华塑造成国际知名的教育学府，成为同学
们快乐的学习乐园。
最后，谨代表全体师生感谢在董事长拿督李平
福的带领下的三机构，展现对教育专业的高度理解

各位，不错过这场危机，是全体兴华人的共

与支持，家长的信任，感恩三机构的付出，感激老

识，全体师生快速调整与学习，各类的 教育活动，

师们在教育工作上的用 心投入，也期勉同学们珍惜

不论学术、体育、学艺、阅读、课外活动、辅导、

青春，立定志向，创造精彩，祝福大家，谢谢！

升学与生涯规划等领域，皆大放异彩，老师们潜心

重新、从心超越，迎接崭新未来
学生代表杨宇燮同学致词全文：
尊敬的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卢金峰署理董事长、校友会主
席叶进来董事、家教协会主席刘金城董事、各位三
机构董事、理事、在线的各位老师、家长们及同学
们，大家早上好。				

学校，乃是知识的殿堂、成
长的摇篮。在这里，我们共同
成长、共同学习，成就更好的自
己，为往后的人生做好准备。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
计，教师为本。老师们用生命的
火炬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点亮了我们对未来的

兴华从1947年创校，至今已经历74年，在这漫

希望，让我们比以往更成熟，比以往更睿智。求学

漫长路中，历经了风风雨雨，才走到今天。这一

的道路上有许多“绊脚石”，我们兴许会被绊倒，

切，靠的无非是兴华人同舟共济，万众一心的精

受到挫败，但幸好有老师们的引导，我们才能勇敢

神，才有今天的成就。由于各位董事、家协及校友

地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从中学习成长。老师们，

的出谋划策，更让兴华“如虎添翼”。今天，我们

每当我们懈怠的时候，您总是不断叮咛我们、鼓励

齐聚一堂，庆祝我校第74周年校庆暨教师节。今年

我们，使我们积极向上。每当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

我们的主题为“从兴超越”。2020年对所有人来

口陷入迷惘时，您总是用您的经验，指引着我们，

说，都是“困难重重”的一年，而如今，虽然已经

让我们找到了自己未来的方向。“三尺讲台，三寸

到了2021年，但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的乌云仍然没有

舌，三寸笔，三千桃李;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

散去的迹象，周遭仍有许多变数需要大家去适应及

雨，十万栋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您不曾停

改变。“从兴超越”，代表了两层意思，重“新”

下脚步，为培育下一代付出无限苦辛。这一切，我

及从“心”。一方面代表了兴华将会不断更新，不

们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

断进步，另一方面则是心里上无惧局势的变化，一
一战胜难关的决心。这，不仅仅需要长辈们的支
持，更需要各位老师及同学的共同努力，才能“重
新/从心” 超越。超越过去的自己，以迎接崭新的
未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代表全体同学表达
对学校的祝福以及对董事们和老师们的 感谢。祝福
学校永远辉煌，永远充满生机。董事们、老师们，
辛苦了！谢谢您！
谢谢。

校庆暨教师节

焦点

疫情下筹备校庆的挑战
严浩哲（高二文商勇，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筹委会主席之一）
尽管今年依旧受到疫情的影响，校庆暨教师节庆典再度以线上的方式
进行，是为了庆祝学校的生日及表达对老师们的感谢。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的筹委团在今年3月就正式组成，大约花了4个月的时间筹备。原先的筹
备工作是以线下为主，但因疫情影响，以致于我们的计划不得不重新安排。由于疫情的严
峻尚不见趋缓，因此我们采用线上及线下两种方案的方式筹备，即便还未能返校，我们也
能够按照替代的方案进行。线上的校庆暨教师节庆典我们只能专注在线上录制影片这一方
面的筹备工作，一些先前的准备未能派上用场，便找其他方式来替代我们想要在校庆时表
达给全体师生的感谢。另外，这次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的圆满结束，是各单位相互配合及合
作的成果。除了是筹委团自动自发的态度及良好的工作效率以外，更少不了课外活动处与
李荣兴副校长所给予的指引和教导。借此机会，我恭敬的对全体教职员说一声：教师节快
乐！感谢您们一直以来的教导与付出。亦祝愿兴华中学生日快乐，兴华人能够早日迎来多
姿多彩的校园生活。

为校庆演出是一种传承
吴乐莹（高三理爱，吉他社表演者之一）
此次的线上与线下庆典相较之下，最大的挑战在于技术上的问题，此
次线上的庆典，表演者没有聚集在一起合奏的机会，我们都通过录音的方
式完成自己的声部，再经由剪辑把所有表演者的声部合成。由于以往在线
下是全体表演者一起磨合，共同表演，而基于线上的限制，各自录音成为了我们的第一次
线上合体演出的经历。在录制音频的环节时，为了保证音质的效果良好，因此周围不能有
任何的吵杂声，且所有的节奏必须对准节拍，我记得当时自己应该录了将近50条以上。虽
然过程艰难，但只要想到这是自己在吉他社的最后一个作品，且所有人都非常用心在筹办
此演出，便使我有要把歌曲录得更好的决心，不为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
另外，作为其中之一的表演者，我对于这次联合的演出感到非常荣幸且对于成果也感
到非常满意，在此非常感谢所有参与此次表演的同学、进行剪辑后期的两位同学以及学校
给予我们这次的机会。虽然这并非是两社的第一次联合演出，但却是以全新的方式在线上
进行，这是一次全新的突破也是大家学习新一门知识的开端。
虽然大家都处在各自的家园，但我相信在校庆之时，大家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尽管
我对于无法在线下进行校庆抱着一丝遗憾，但还是非常感谢校方如此用心筹办此次的线上
庆典，尤其是所有策划此线上庆典的全体老师和同学，没有他们就没有如此完整的庆典。
不过，我借此建议可以适当再增添表演团体，因为校庆演出是兴华的一种传承，也是同学
们共同为校付出的一次机会，为庆典增添更多的色彩。最后，希望疫情早日散去，校园的
朝气蓬勃也能早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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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暨教师节

进一步了解先贤创校的艰辛
陈玮妮（初三平）
虽然在疫情的肆虐下我们依旧无法回到学
校，但是我校依然举行了线上的校庆暨教师节庆
典，这不仅是我校一年一度的仪式，同时也是让
同学们更近一步了解先贤创校的艰辛以及让全体兴华人共同庆祝
我校的生日和教师节。我也非常喜欢来自吉他社和口琴社联手演
奏的歌曲——《平凡天使》，这项表演十分的精彩，让我感受到
演奏同学们的用心。此外，我希望疫情可以尽早结束，以便我们
能够返校与朋友们一起参与实体的校庆暨教师节庆典，也能让我
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庆典的欢乐氛围。在此，我想说：“前人种
树，后人乘凉”，十分感谢三机构理事对于我校各方面的支持，
才得以让兴华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对表演演出留下深刻印象
黄贝嘉（初一爱）
今年的线上校庆对我而言着实非常新奇，校
庆主题“从兴超越”的意义，与我校在面对疫情时在教学上所作
出的调整不谋而合。最让我眼前一亮的表演，则是由吉他社和口
琴社联合的演出——《平凡天使》，它表达了对前线医护人员的
肯定与感谢。然而，今年的校庆受疫情的影响，MV的制作和混音
等的剪辑工作也相对应的更加艰难，但他们仍旧为我们带来了一
次难忘的体验。另外，相声社的两位同学以幽默的方式所演出的
《马来西亚的特色》，对于我们的居家情况及在我国马来餐厅点
餐的情景更是描绘得惟妙惟肖，不禁令我会心一笑，留下深刻的
印象。尽管线上校庆的氛围很好，但我依然想回到学校现场体验
校庆的氛围，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我们能够再次回到学校。

招生宣教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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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即日起招收 2022 年初一新生
苏校长：提供优质教育以栽培全方位人才

报道 | 谢锡福副校长
我校于6月22日（星期二）下午2时举办线上招生宣教运动推
展礼，并从即日起至9月12日止，招收2022年度初一新生，欢迎
小六生报名参加入学考试。
苏进存校长提到，我校提供全方位教育，让同学在校的六年
学习历程中，建构自主学习与创新思维的能力、数位科技素养、
具备未来在职场上工作与生活的能力，呼应培养廿一世纪关键能
力的需求。
此外，我校也重视培养品行、智力、人文与科技兼备，身心
均衡发展的下一代，让学生充分使用学校软硬体设施，快乐学
习，与时并进。
他强调，我校教育立足全世界，不论统考文凭或我校文凭，
皆广泛受到世界各大专院校的承认，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我
校教育扎根于优良传统，怀抱多元的学习，兼具人文科技素养，
以此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现代化独中教育的信念
推展礼当天，我校播放了《百年深情，千年新路》华教短
片，除了让师生们更了解华教运动发展的轨迹，也引领着师生走
一趟华教运动发展之旅。
苏校长说：“独中教育、兴华教育对于每个兴华人来说，是
一件重要且富有意义的事，现代化华文独中教育是我们大家心中
永恒不变的信念，就是这个信念指引我们的先贤们坚持奋斗一个
世纪又一个世纪。”
他认为，后辈们有必要去了解前人所付出的努力成果，因为
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感恩那满满温情的奉献精神，两百多
年的努力，蕴含了无数人对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爱护与珍惜。
（文转下页）

| 苏进存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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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网上办理报考手续
由于新冠疫情蔓延及行动管制令的实施，我校鼓励家长登录学校网站（https://www.
hinhua.edu.my）或扫描二维码为孩子办理报考手续。有关网上报名亦提供华、英文两个平台，
网上报考截止日期为9月8日。

报
考
详
情

报名截止日期 ：
08/09/2021（网上报考）
12/09/2021（到校报考）

至于到校办理报考手续的方式，则有待行动管制令放宽后方可进行，届时报考时间为星期一
至星期五上午8时至下午4时，星期六为上午8时至下午1时（公共假期和周日除外），地点为综合
大楼三楼办公室或向该校学生招生工作队报名。
报考手续方面，必须填写报考表格，附上小五全年成绩与小六上半年成绩副本（若有）；缴
交报考费30令吉，领取报考费收据，以便考试当天，凭“ 报考费收据 ” 进入考场。
入学考日期订于9月12日（星期日）上午8时至下午1时，考试科目为华文、国文、英文、数
学、科学；出题范围原则上以小学六年级程度命题。
有关我校招生详情，欢迎小六生家长致电了解或浏览兴华网站查看报考简章及学校简介电子
书。除此，我校也安排了线上招生宣教系列活动，欢迎家长及报考生踊跃出席：

7 月 17 日（星期六） “认识兴华”线上招生说明会
7 月 31 日（星期六） 线上校园导览首播
9 月 4 日（星期六） 入学考试说明会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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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日

线上家长日
家长与班导师视讯交流
报道 | 钟智如（初二平）， 吴欣颖（高二理爱）
近期疫情一再加重，出于对师生健康
安全的考量，我校今年第一学期家长日于
6月25日（星期五）及26日（星期六），
再次以线上方式进行，学生与家长按照事
先与班导师预约的时间，依序进入各班的
网课课室，向班导师领取上半年的成绩单
及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
家长在孩子的陪同下与班导师展开交
流，对孩子的学习生涯与规划有了更明确
的方向与目标。累积了去年线上家长日的
经验，今年也获得了正面的评价和良好的
交流效果，为2021年第一学期划下了圆满
的句号。

家长日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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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吴欣颖（高二理爱），黄燕婷（初三廉）

无法击垮你的必使你更强大
黄燕娣老师（初二信班导师、数学老师）
吸取去年的经验，我今年把需要跟家长面谈较长时间的八位同学安排在两个
晚上进行，这样既能配合我的作息，也能留有足够的时间与家长交流，让家长得
以了解孩子在网上的学习状况。
忆起过往的家长日，在准备阶段时，我会指导学生制作壁报以布置教室，也会让学生录制一
些想对家长说的话并剪辑成影片。除此以外，家长也可以在现场写一些鼓励孩子的话，以及跟孩
子来张合照等，诸如此类的活动不仅给予学生学习策划的机会，对学生与家长而言也不失为一次
难忘的经验。虽然这些活动在线上也可以做到，但气氛就无法渲染得像实体般到位。不仅如此，
倘若遇到网速不好的情况，在线上与家长面谈的过程中就需要家长不断重复个别句子，导致交谈
无法流畅地进行。因此相较实体家长日，我更喜欢实体家长日。
事实上，居家教学模式对大家来说都挺不容易的，尤其对于有工作在身的家长及家里有小孩
的老师来说，需要同一时间顾及两头真的是十分不容易。另一方面，疫情的到来剥夺了学生的校
园生活，欠缺集体活动的教学方式对学生来说就是一场淘汰赛，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在这非
常时期学生是否能够自主自律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我常跟学生说：“你不开镜头，不认真上课，
在背后做自己的事，其实吃亏的永远是自己，老师不会输，你们也没有嬴，因为不论结果如何，
还是会回到你们自身”，我相信只要学生做好自己的本份，善用居家学习的便利性，好好学习，
不被这场疫情打倒，方能笑着跑到终点。

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曾经，
无愧于当下
俞恺（高二理爱）
虽然说这已经是我经历的第二次线上家长日了，但我还是未能习惯在线上与
老师沟通的距离感。我认为，举办家长日除了是让家长领取孩子的成绩报告表
外，也是给予父母了解孩子学习环境、参与各种学术成果展和活动的机会。然而，当家长日转以
线上方式进行，除了能节省交通时间和减轻筹备工作以外，可说是没什么好处了。显然的，相较
于线上家长日，我更倾向于以实体方式进行的家长日，与老师面对面沟通，有利于我与我的父母
更加了解我的学习进展，也可以带父母游览学校各个角落。
由于今年少了期末考这一项占比较大的计分项目，总平均的计算方式的确让大部分同学的成
绩有所提升，但我不认为这是一项优势，并且会担心明年的成绩与今年相比落差太大。现已高二
的我们在高中阶段仍没有进行过正式的期末考试，对于考试的进行与其带来的紧张感仍模糊不
清。对此，我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完成历年的考卷和额外习题以在正式考试较可得心应手。同时，
我也会给自己适当的压迫感，以督促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规划的事项。
回顾上半年，我对自己感到较为惊喜的是在这一段“自由”的时间内，我得以参与了各项比
赛和活动，通过学习各种技能充实了我空余的时间，也为我的高中生涯增添了不少色彩。希望下
半年的我能继续保持对于学习的热忱和兴趣，继续维持高度的自律能力，并无愧于今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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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家长日各有千秋
刘函鑫（初三礼）
我校去年就已经将家长日转以线上方
式进行，与去年相比，我认为今年的线上
家长日进行得较为顺利及流畅，也没有
出现约谈时间不足或学生缺席的状况。除此之外，线上家
长日的优点是能估计到学生的某些隐私，不会被其他人打
扰，但受限于网络的稳定性，网络差的时候经常造成视频
卡顿的情况；与之相对的，实体家长日则可免去网络的不
稳定性，双方能面对面交谈，但由于周围有人群的存在，
一些关于学生较隐私的问题无法被提出，总的来说各有各
的好吧。
我比较倾向以线上家长日的方式进行，因为它对于时
间的编排上弹性许多，家长可免去安排交通前往学校这一
过程，显得方便许多。受疫情影响，期末考的时间换了又
换，改了又改，最终校方还是决定取消第一学期期末考，
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不必担心今年相较去年的
成绩落差太大。
回顾上半年，不能回学校上课是我最大的遗憾，居家
学习意味着需要长时间对着电子产品上课，事实上这对眼
睛的伤害是很大的，而实体课则免去了这些问题。最后，
我希望下半年全校师生可以回到校园，也希望可以在下半
年考取四个A以上的好成绩。

家长日

疫情下的家长日
陈玮铃（初三廉）
经过去年的家长日，今年我吸取
了一些经验，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熟
悉。与实体家长日相比，我认为线上
的方式比较方便，不需要担心交通问
题，家长的时间也更容易配合，只需要抽出短短几
分钟就可以了。与之相对的，实体家长日需要家长与
学生提前到校，与老师交流完毕后还需匆忙地赶去上
班。但线上家长日也不尽然只有好处，就譬如说由于
每个家庭进入的都是同一个meet，在谈话中可能会有
人不小心进入，从而造成谈话内容被别人听见的情况
发生。总的来说，相较实体家长日，我更喜欢以线上
的方式进行家长日，主要是因为比较方便。
我认为，作业分和测验分占总平均比重较高对学
生来说不是优势，因为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经历
纸本的试卷了，如果疫情还不受控，我们初三生两年
来第一次的纸本考试将会是毕业考和统考，到时可能
还不太适应。担心明年的成绩会有落差是一定的，但
大多数人应该都一样，所以也稍微安心了点。
我感到最遗憾的事，是在初中的最后一年，我们
是以上网课的方式进行，缺少了许多朋友之间的互
动，我也没有好好利用居家学习的优势提早备考，以
致现在必须加倍努力才可赶上进度。我希望下半年我可
以备考顺利，好好珍惜最后一年的初中生活。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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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动态

高一外宾演讲《谈情说爱》
报道 | 甘于卿（高一理仁）
面对“情”字来袭，我们要如何做决定？该注意的是什么？
如何保护自己？
辅导处于4月6日（星期二）邀请马来西亚注册心理辅导员、
神念科技国际脑播BCI指导员、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特约辅导员
陈汉维硕士为全体高一生带来“谈性说爱”专题演讲。陈硕士开
场时带同学们探讨爱与性的差别并强调人类的性行为是以爱和责
任为基础，不光是繁衍下一代而已。那究竟爱是怎么一回事呢？

爱情这回事
说到“爱”，陈汉维硕士提出心理学家史丹伯格的爱情三角
| 陈汉维硕士

理论，认为爱情由三个基本成分组成：激情、亲密和承诺。激情
是爱情中情绪上的着迷、亲密是指在爱情关系中能够引起温暖的
体验，而承诺是维持关系的决定期许或担保。这三种元素构成
了7种类型的爱情关系：喜欢式爱情（单纯的亲密）、迷恋式爱
情（只有激情）、空洞式爱情（只有承诺）、浪漫式爱情（亲
密和激情）、伴侣式爱情（亲密和承诺）、愚蠢式爱情（激情和
承诺）和完美式爱情。完美式爱情须由亲密、激情和承诺一同构
成，才能建立一段稳定、持续的爱情，需要双方一同携手培育和
呵护。在交往的过程中，双方需以愿意学习和成长为基础，学习
关怀他人，且可以照顾自己和他人。双方还需具备两性交往的正
确态度与技巧，懂得尊重和负责、对性有正确的认知和具备支持
系统的支持，包括父母、师长和朋友。

陈汉维硕士认为谈恋爱是需要条件的：

●

具备恋爱的知识（如了解两性交往的功能、步骤、爱的真谛
和两性相处之道）

●

具备恋爱的能力（稳定的情绪、健康的身心和成熟的人格，
更要懂得爱自己）

●

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了解他人及有好的社交能力，才能在
恋爱中发展良好的关系）

●
●

懂得尊重对方和愿意负责任
了解自己（先学会爱自己，再去爱他人，避免将自我需要建
立在他人身上

●

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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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恐怖情人，并非我们所愿。万一遇
上，切忌操之过急摆脱对方，我们可以有策
略地结束这段不健康的关系：
| 爱情三角理论图。

● 1. 慢慢疏远，不直接提分手
恐怖情人会将另一半视为自己的财产或
者附属品，直接提出分手，对他们而言就是
最大的威胁与刺激。

恐怖情人
爱情里，可能遇上合适的情人和不合适的情人

● 2. 温和告诉对方合理但和对方无关的理由
例如告知对方需要准备学习或者家人身

外，还有可能遇上不合适情人中的“恐怖情人”

体不适，无法赴约，慢慢减少见面或者联系

。陈汉维硕士举例恐怖情人会口口声声说爱你，但

的次数和机会，并避免指责对方的不是。

他的言行和对待你的行为会让你不愉快，甚至是
恐惧、无助。而当你提分手时，他会做出激烈的行
为，阻止你的离开，严重的甚至会使用同归于尽等
恐怖的行为。

● 3. 控制自己的言行情绪
一旦爱意已萌生去意，当然会意兴阑
珊，但别表现得太明显，更需避免在对方面
前与他人互动热情，避免引发醋意与杀机。
● 4.即时求援，求助专家

以下是恐怖情人的特征：
● 占有欲和控制欲强
● 对伴侣有行为或言语暴力且情绪容易失控
● 无法有同理心，对他人冷漠
● 有酗酒或者依赖药物的习惯
● 有自残或记录或以自杀威胁、恐吓、以死相逼
● 自我为中心，无法接受不同意见或被拒绝、
猜忌、疑心病重
● 禁止伴侣与其他第三者有任何接触
● 低度社会支持

咨询心理师或精神科医生，较能得到冷
静可行、专业的协助。别找太热心的人来帮
忙或出头，特别是新伴侣，可能激怒对方强
化其冲动让事情变得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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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知识

2017年性侵儿童法案
无论是爱情里还是生活中，我们还要学习保护的心灵还有身体！
根据马来西亚2017年性侵儿童法案第15条阐明，任何人若肢体性侵儿童
（儿童定义在18岁以下），可被判监禁不超过20年及鞭策。肢体性侵儿童包
括出于性欲触摸儿童肢体的任何部分、让儿童触摸他人身体的任何部分、让
儿童触摸本身的身体或者在没有性交的情况下与儿童有身体上的接触。法案
指出有关触摸行为，包括使用身体任何部分或其他物体来触摸儿童的身体，
也包括隔着衣物触摸儿童的身体。
法案第16条文阐明，任何人若非肢体性侵儿童，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不
超过10年或罚款不超过2万令吉，或两者兼施。该条文指出，任何人若处于性
欲刻意向儿童说出任何字眼或发出任何声音，或做出任何动作或出示任何物
体，可被视为非肢体性侵儿童。任何人若处于性欲而让儿童向其他人展示身
体或身体部分，重复或频密跟踪或监视或联系一名儿童，也被视为抵触上述
条文。法案指出，任何人若使用画面、声音及文字或结合上述元素的色情物
品或儿童身体上的任何部位，或让儿童涉及与性相关行为来威胁儿童，也已
抵触上述条文。

陈汉维硕士提醒同学在两性相处路上需要停、看、听、想。在团体中学
习与他人相处，了解自己想要交往的目的，做任何决定前，从多个角度来思
考，除了个人，也需听听他人的想法及了解社会、法律的责任。最后，陈老
师嘱咐同学们要洁身自爱，真爱值得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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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颜钰敏（高一文商勇）

谈恋爱必须具有
基础条件
谢骏贤（高一理义）
恋爱的先决
条件是必须确保
自己能同时兼顾
学业、爱情、友

堕胎如此血腥残忍

情和亲情等方

莫瑞琪（高一文商平）

面。确认恋爱关系前，我们必须

这次的外宾

确保自己有责任感、有能力处理

演讲让我对他的

恋爱关系，不要有幼稚的想法，

分享大开眼见，

且要懂得思考，最重要的是懂得

他会和学生互

自爱。对于这一次的外宾演讲，

动，讲解上也十

我觉得不管是男还是女，都要以

分清晰。在讲座结束之前，主讲

注重自己的安全和健康。通过主

人分享了一个关于堕胎过程的影

持人的分享，也刷新了我对性病

此次外宾演

片，看完了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堕

的概念，也呼吁大家不要为了一

讲，感触颇深。

胎是那么可怕的，结束一个小生

时的性欲而毁了自己的一生。

说实话，我非常

命的负罪感是多么强烈的。所以

的排斥这类的演

在发生性行为前一定要停、看、

讲题目，甚至可

听、想，也要懂得如何承担一切

以说是完全不想接触。我不晓得

的后果。对这次的外宾演讲我多

自己为何如此抵触，也许是因为

少会觉得意外，因为性爱是个非

害怕、恐惧、担忧未来会面对这

常敏感的话题，但很荣幸能够得

样的一段关系或是情感，所以干

知有关知识。如果下次也有类似

脆眼不见、耳不听为净。但是非

于这些讲座，我愿意去聆听。

常感谢辅导处的安排，能够让我

学会保护自己
倪卉凊（高一文商廉）

面对情爱方面的问题，且有更深
入的了解。我现在才明白对于情
爱不应该像过去那样因为觉得羞
怯、羞耻而闭口不谈，反而应该
普及这些教育，防患于未然不让
更多的性侵犯、未婚先孕等此类
事件发生，让学生更懂得如何保
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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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外宾演讲：什么样的人做怎么样的梦

从梦境了解自己的内心
采访报道 | 陈筱蓓（高三文商义）、许盈萱（高三文商智）
人无完人，不完美才是 “常人” 。人终其一生，不是让自己变得完美，而是
要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才能从中了解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进而形塑较为完整健康
的人格。
2020年我校举办的“好时代，云学习”系列活动中，《让梦陪你进入未知的内
在自我》广受好评，因此辅导处于4月17日（星期六）再次以梦为主题，举办《什
么样的人做怎么样的梦》，让同学们学习通过梦境的映射，认识自己的人格特质，
| 王荣义老师

邀请在台湾从事心理咨询、梦境探究的王荣义老师为同学们分享十种梦境与对应的
人格特质。

梦是情绪的出口
在成长的道路上，累积的害怕、恐惧、欢悦等内在情绪，若没有适当地宣泄，
便会投射在梦中。王老师指出，梦境可谓是自我压抑的成品。有些看似乐观的人，
梦境却充满杀戮和死亡。当情绪和内心无法被理解，便会潜入梦中，以找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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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王老师为同学们介绍的十项梦境与人格特质对应表：

序

梦境

1. 常梦见和人打架、厮杀的斗
争，或钱包被偷而和窃贼拉
扯追逐。

人格特质映射
自责与自我否定的人
梦境反映了“自己和自己对打”，反复的自我否定，投射出内
在矛盾冲突的性格。做梦者可能成长在高标准的环境中，常产
生“自己不够好，造成他人困扰”的负面自我认知，于是不停
要求自我，却又觉得什么都做不好，欠缺健康的自我形象。

2. 常梦见自己赤身裸体走在大
街上，或打扮不得体出席正
式场合，自己虽羞愧万分，
但旁人却没有发现或感到压
抑。

自我怀疑与自我形象差的人

3. 常梦见被人追赶，并明确地
看见有人在后头追自己、距
离近得快要被追上。

高自我要求与完美主义的人

4. 不同于前者，虽同样梦见被
追赶，但在梦中只有被坏人
追的意识，感受到敌人潜伏
在四周，却不知道被什么追
赶。

内心充满恐惧的人

梦境反映了做梦者极度在乎他人的看法，却缺乏自信，尽管别
人不见得有不好的看法，自己却不由自主解读成负面的看法。

梦境中的追兵象征着自己对自己的鞭笞。这是完美主义者最常
出现的夢，他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认为“自己可以更好”
或“自己还不够努力”，才无法达到完美的境界。

梦境中的追兵象征着内心感到恐惧的事物。做梦者内心饱受威
胁之感，感到害怕和恐惧，却难以言说，往往是因儿时成长环
境不稳定所致。
此外，被僵尸追赶也属于被恐惧驱使的梦，因为僵尸的特质是
活死人，投射出做梦者内心痛苦又担心自己死去，所以努力不
被僵尸咬。

5. 常梦见电梯迷走的困境，身
处电梯却不知去往何处。

不了解自己内心的人
梦境中电梯象征着自我的内心，投射出因不了解自身而不知该
去往何处。做梦者总是孤独地面对着起伏的情绪，习惯于顾虑
他人，却很少与自己对话，变得不了解自己的情绪和想法。
电梯中的不同楼层，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也因人而异。若梦见
去往地下室，代表潜入自身的潜意识。若梦见去往一楼，则代
表做梦者愿意回到人群中，脚踏实地，与他人互动。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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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序

梦境

人格特质映射

6. 梦里常出现陌生的人和景，
梦见和陌生人握手、打招
呼、拥抱。或梦见一扇扇的
门打开，却出现全然不认识
的人。

假单纯的人

7. 梦见类似于自己考砸了，没
有学位而找不到工作，最终
沦落街头，还没开始沮丧，
就发现“原来只是一场梦”
的梦中梦。

杞人忧天型的人

8. 常在梦里迷路，如搭车或走
路时不知去往何处，甚至是
车子自动行驶、方向盘被恶
霸掌控，而横冲直撞。

缺乏自我方向的人

做梦者表面热络，实里却陌生无依，即外热内冷的性格。投射
出看似纯真，内心却极为复杂疏离的性格。

梦境投射出做梦者在自己铺陈的层层忧虑中，又一层层醒来，
发现只是白紧张一场，符合了杞人忧天型的人常常忧虑未来，
而少顾虑当下的情况，容易焦虑紧张。

梦境中迷失方向或对方向地掌握，象征对人生没有方向感，不
敢为自己做决定。成长过程中，做梦者可能习惯了顺从，所以
丧失决定的能力。
若梦见回家迷路，则反映做梦者搞不懂自己的状况，所以找不
到回家的路。因此，做梦者需要细腻地去审视，自己在什么方
面上找不到方向。

9. 梦中常出现形象完美的名
人、明星等角色，并与自己
有拥抱、牵手等亲密接触。

10. 梦境中的外在世界热闹喧
. 哗，于内在的寂静贫乏有极
大的落差。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只要是现实中无法排解的情绪，都会投射在梦里，包括无人可
分享的快乐。做梦者多半为在乎自我形象展现的人，或成长在
需要卖力展现才能被看见的环境中，害怕失去了自己的强烈的
特色，就会被视而不见。
迎合别人的人
在团体中迎合他人以获得掌声，并满足于附和他人而圆融的时
刻，但实则内心矛盾。成长环境中可能需要观察长辈的目色，
养成了若不迎合或体让他人，就不会被爱或喜欢。

阳光之下必有阴影
王老师总结道：爱的开端是了解，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被“解决”。他借用荣格的阴影理论告诉同学
们，“阴影”是人心灵结构的一部分，是人们总想隐藏或否认生命的黑暗面。但是，倘若人只有光明面，没
有黑暗面，便会缺少立体感和真实感，失了生命的厚度。阳光之下，必有阴影，拥抱和接纳它，才能让生命
重新被看见，绘画出一幅美丽的人生风景。

《让梦陪你进入未知的内在自我》：【2020年6月份兴华电子报】
http://www.hinhua.edu.my/ebook/2006hinhuamonthly/mob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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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才是关爱自己的开始。

从梦境反思现实
陈颖恩（高三理忠）
现实中有童话故事作睡前故事，梦对我而言，就像是睡后故事。由于梦境总是与现实有
一定差距，如鬼怪、梦见自己在飞等，所以少去思考梦的意义，只觉是点缀夜晚的插曲。经
过这场讲座，我了解到梦与生活息息相关，有助于正视自己的生活和情绪。
最近，我曾梦见自己在房间做功课时，突然灯一暗，一阵鬼怪的低吼声，把我惊醒，许是自己在课业方
面有压力吧。现今，无论是小孩或大人，生活都很紧凑，或许通过梦境解读是最直接的反思方法，让我们诚
实地面对自我。感谢辅导处为高三生安排精彩有趣的外宾演讲，倘若活动后再追加半小时，让主讲人为更多
的同学解梦，则更圆满。

梦是一场电影，是让人期待的存在
程子峰（高三文商智）
梦就像是仿真的电影，剧情可令人摸不着头绪，觉得没有逻辑，也可让人沉浸于其中，
不想抽离。它不受现实拘束，让人每天期待自己会有怎样的梦境。近期，我梦到自己独自一
人骑着机车行驶在公路上，没有目的，也没有刺激的追赶。不得不说，我还挺享受当下的氛
围，没有顾虑的，只管往前开，解析梦境，这可能表达了我生活上的态度。虽然公路很长，但总有个终点。
现在的努力看起来可有可无，不知道它是否能助我走向正确的轨道，这似乎映射了我高中后的规划。然而，
这并不能作为停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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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疫与确诊，我想知道的事”线上讲座
颜振胜：保持随时上战场的态度，不容许有任何松懈
报道 | 李钧皓老师
我校家教协会于4月30日（星期五）晚上8时，
邀请了马来亚大学医药系儿科副教授颜振胜医生，
进行“关于防疫与确诊，我想知道的的事”线上讲
座，共吸引480人参与聆听。
颜医生在开讲时，否认新型冠状肺炎是常见流
| 颜振胜医生

感。他表示，此肺炎虽为病毒感染，但有别于其他
病毒流感，冠病传染性为普通流感的3至9倍、存活
时间更长且死亡率为普通流感的10倍以上，因此更
应该受到各国政府与人民重视。美国起初把新冠肺
炎当成普通流感来处理，结果导致了确诊人数和死
亡人数飞升的后果。截至讲座当天的数据显示，我国死亡率0.4%，相比于美国的
1.7%来得低。
颜医生展示一些数据来体现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性。其中，欧洲因感染新冠病
毒而死亡的人数是癌症死亡的一倍（附图），而死亡的病人多为60岁以上年长群
体。在性别比例中，男性死亡率占63%，而女性死亡率为37%。

他表示，在感染冠病的群体中，有80%属轻微症状，可通过自我隔离并依靠自
身免疫系统而康复。另外20%属严重症状，其中5%是需要在ICU治疗。不过颜医生也
强调，即使在ICU治疗后得到康复，患者也不会有完全康复一说，冠病的副作用与
破坏将影响一生，可见冠病之危害如此之重。
青少年与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与情况，乃广大家长与教师都关注的课题，
颜医生也对此进行深入讲解。他表示，儿童（在此定义为18岁以下群体）的感染率
为成人的一半，染病者多属家庭和社区所引发的感染。然，儿童患者症状皆属于轻
微，甚至于几乎没有症状。颜医生指出，医学界一般认为小孩不容易感染冠病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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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后较容易康复的现象，是因为鼻窦和肺部尚不
健全的发育，且儿童一般没有太多的流行性感冒或其
他病史，因此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可抵御病毒
的感染。
颜医生强调，即便儿童对于冠病的感染与死
亡的风险不高，而对于“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症
（MIS-C）”的感染却有着很高的风险。这是基于
病毒的侵入，使得免疫系统产生的大量的抗体，进
而引发起过激烈的免疫反应，这将导致严重的炎症
反应发生，甚至于会出现器官衰竭的现象。一般患
| 青少年与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与情况。

病者为曾感染新冠病毒或与感染者有长时间接触
（2-12星期）的儿童。这是个极其罕见的综合症，
却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很可能会致命，但若及时
诊断则大部分可治愈。

| Covin-19 对儿童与青少年的影响。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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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一般通过飞沫
近距离传染，也可以通过气溶胶（Aerosol）的方
式进行传播，特别是在密闭、拥挤的冷气室内。
颜医生表示，受病毒污染表面的传播媒介一般不
常见，因为病毒很难在其上生存或造成感染，因
此对于表面接触的威胁会比原先想象的要小，但
并不表示它不存在。据此，颜医生也呼吁应该照
顾好手部的卫生，避免与他人握手，也不可触摸
眼、鼻、和嘴等部位。他建议，群众不要使用太
高的酒精成分的消毒液（60%即可），以避免对手
部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并鼓励佩戴具3层织物的口
罩（3Layer Fabric Mask）。
不仅如此，颜医生也对COVID-19的防疫策略
给予了一下分析与见解。据科学研究表明，感染
风险最大的群体为与被感染者（无论是否出现症

| 新冠状病毒 SARS-CoV2。

状）有15分钟以上接触，且在1至2米内无佩戴口
罩。因此，他指出若有遵守卫生部所指定的防疫
标准作业程序（SOP），则感染冠病的可能性极

与防疫相违背的。他也鼓励群众接种疫苗，并表达

低。目前我国是以隔离治疗、行动管制令、联系

了身为医务人员对于公众接种疫苗意识匮乏的痛心。

追踪和筛选的方式来进行公共卫生的缓和措施，
此举除了可以减轻医疗系统的瘫痪现象，也可减
缓抗疫疲劳。因此，他呼吁群众应当严格遵守防
疫标准作业程序。

新冠疫情至此无法平复在某一层面上群众态度
占据主要因素，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群众应该
时时刻刻抱持上战场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全人类共同
面对的挑战。不可抱持“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

另外，颜医生也强调，在对抗此全球性流行病

态度，因为一旦有一个人染疫，其牵涉的将是一大

的同时，群众更应抱持高度的理性与拥有资讯分

群其接触过的人。他也期许卫生部和政府可以提

析能力，以避免资讯流行病所带来的恐慌。他表

出更具体且系统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并保护年轻

示莫要为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假新闻或资讯而

人、教职员工、家长和前线人员等高风险人群，因

过度恐慌和焦虑，这除了会加速假消息的传播是

为“No one is safe until everyon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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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苗安全吗？
报道 | 郑敏甜（高二文商智）、严翎诗（高二文商义）
面对新疫苗的出现，大众虽期许疫苗能让疫情早日结束，却也对其有所顾虑，
包括：究竟疫苗是否安全？什么人士适合接种疫苗？是否有接种疫苗的必要？
承“关于防疫与确诊，我想知道的的事”线上讲座后，我校家教协会于5月14
日（星期五）晚上8时，再次邀请马大及马大医药中心儿科副教授颜振胜医生主讲
《新冠肺炎疫苗安全吗？》线上讲座，以科学的角度带领众人了解新冠肺炎疫苗接
种，吸引近700余人出席。
| 颜振胜医生

尽快达到群体免疫
颜教授提到，一个国家要想达到群体免疫力，就需要接近60-70%的人口达到免
疫。而根据大马人口比例，0-18岁的儿童占30%，反对接种疫苗者占10%，不被允许
接种者占1%，孕妇占2-3%，非公民占10%，而剩余的50%则是适合接种疫苗的群体，
其中包括7%的65岁以上高风险群体。因此，这50%的群体就更应该注册并接受疫苗
接种，以达到群体免疫力，尽早结束这个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病。

疫苗的快速出现，使到许多人对疫苗产生质疑。颜教授表示，时间的缩短并没
有削减疫苗的质量与安全监控。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所批准的疫苗，皆是世界顶级主
流科学家与医学团队合作研发而成的优良疫苗。如今，世界接种疫苗的剂量已超过
3亿剂，也有数以万计的患者和志愿者接受临床试验。因此，疫苗是确确实实安全
且有效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颜教授表示，最该接受疫苗接种的群体为新冠高风险群体，如前线人员、患有
慢性疾病者，包括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肥胖症、癌症、肺病、肾病。而一
些特殊的状况或群体，也可以接种疫苗，譬如发烧生病者，在恢复后两个星期可接
种；在接种了其他疫苗两个星期后可接种新冠疫苗；哺乳期妇女；对食物、药物或
昆虫有轻微过敏者，可向主治医生咨询后接种；艾滋病患者；确诊新冠肺炎的康复
者，可在康复后的3至6个月可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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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严重的过敏反应病史，如过敏休克症病患、在接种第一剂疫苗或其他疫苗时出现严重过敏者，则
不建议接种。另外，若出现身体严重虚弱、免疫系统受损或不健全，如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或长期服
用类固醇者，则需要咨询主治医生，确认自己是否适合接种疫苗。

轻微副作用属正常
针对有人提到担心接种疫苗会有长期的副
作用，颜教授表示，接种疫苗后的轻微副作用
皆属正常反应。倘若出现严重性的副作用症
状，只要立即接受治疗，都是可以挽救的。但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大家不必担心。同时，他
提到在注射疫苗的两个月内如果没有出现长期
副作用，比如退化或过敏反应等，那么往后是
不会再突然出现副作用的。
| 这些情况仍然可以接种疫苗。

| 副作用。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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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颜教授也向大家讲解确诊新冠肺炎的后遗症。他说，新冠肺炎确诊者即使在康复以
后，也会面临许多健康问题，例如肺功能长期受损，导致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也会有经常感
到疲劳、关节疼痛、嗅觉与味觉损失、智力衰落、忧郁症、血栓和慢性肾脏疾病等问题。根据颜
医生收集的资料显示，每100个人里就有1-10个人受到感染，而所感染后的死亡率为每1000个人
里的5-40个人。

此外，新冠肺炎病毒不定性地持续变异，病毒变种持续繁殖已成为常态。况且，我国
疫情日渐恶化，每日的确诊病例持续攀升，加上医院床位及前线人员的不足，使疫情更
加的严峻。为此，颜医生强调，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是结束这场流行病的唯一方法。而切
断传播链的方法，除了遵守标准作业程序（SOP）、常做3W（Wash、Wear、Warn）及避免
3C（Crowded、Confined、Close Conversation）以外，还可以透过接种疫苗以取得免疫。他表
示，接种疫苗能为每个人提供额外的免疫保护，降低感染风险和病毒传播风险。同时，也能为无
法接种疫苗的人士，即高风险群体和儿童，提供群体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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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颜教授再次呼吁大家应该及时注册并接受疫苗接种，因为时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
素，大家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保护国家和世界。但他
也强调，疫苗只能为大家提供额外的免疫保护，并不是“仙丹”。单靠疫苗是无法完全解决现有
的困境的，真正能够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控制这场疫情是需要大家的力量！因此，他希望大家能
够一起行动，减少病毒的传播率，尽快结束这场大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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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自媒体时代的你，
如何与自媒体共处？
报道 | 陈慧珊、黄钰婷（高二文商义）
“你，就是媒体！”身处自媒体时代的我们，如何在数位洪流中厘清及坚守
与自媒体共处过程中应有的思维与素养呢？我校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和教务处
于5月25日（星期二）晚上8时至9时30分，举办了一场名为“身处自媒体时代的
你，如何与自媒体共处？”的线上专题演讲，邀请到了MyStartr众筹平台创办人暨
CEO——吴文彬先生主讲。此专题演讲吸引了约200人出席。
吴先生表示，在了解什么是自媒体
| 吴文彬先生

前，必须先了解网络的定义。网络，即
是媒体，是传播资讯的载体。网络可以
把手机、电脑等通讯媒介连接起来，让
文字、图片、影像、声音等资讯得以更
好地传播。如今，电视台、报章、杂志
等媒体将逐渐被网络取代，这是因为网
络对大众来说更具吸引力，且它可以更
快速地把资讯传给大众。此外，吴先生
也表示，网络时代下IT（信息技术）的
存在是为了利用技术改善讯息的传播。
| 网路的定义。

例如，电脑的发明让人类可以把资讯记
录在电脑，而不再只依靠手写或口语表
达来传播讯息。

网络的发展过程
网络是在过去30年间开始发展起来。多个大家熟知的网络公司在过去30年间被
创造，如Facebook公司，Google公司，Netflix公司、抖音公司等。因此，在这过
去30年，可说是人类发展速度最快速的时期。吴先生表示网络与媒体发展史，大致
分为四个阶段：

● 1.入门网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网络发展尚缓慢，加上资源有限、网速
不佳，能上一次网对大家来说极为困难，所以那个时期大多数人有什么资料都尽快
放入网站，让大家一进网站就可以看到量多且集中的资讯。
● 2.行动世代：2007年，Iphone的研发将网路带离桌面，人们不再只依靠电脑
上网，只要用Iphone，便可以随时连上网络。行动世代也被称为SoLoMo世代，
即“Social”（社交的）、“Local”（本地的）、“Mobile”（移动的）三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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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开头两个字母组合。这是因为行动世代产生了

近年来，自媒体的蓬勃发展诱发了更多人想成

一门技术，即可以根据大众所处的位置，更加精准

为网红。吴先生表示，想把自媒体经营到“红”，

地发送相关位置的资讯给大众。

是极为困难的。虽然只要人手一机，便可以成为自

● 3.行动世代小众/分众：经过SoLoMo世代，资讯
不断地被拆分得更精细，因此资讯可以更精准地传
递给目标群体。
● 4.垂直内容：人们可以轻松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
内容。例如，当使用者想搜寻体育新闻时，可以透
过搜索引擎直接获得来自各个网站的资讯，而不需
要上到特定的网站搜寻。

媒体，但这同时也表示想把自媒体发展成功，将面
对众多竞争者。决心、坚持、毅力、不断地进步，
以及所掌握的知识、拍摄技术、剪接技巧等的程度
做得比别人来得好，将是把自媒体发展成功的重要
元素。且根据统计，一个Youtuber要成功，至少要
定时定量地发布1000支影片。
当使用者将自媒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网络
上开始有人在关注及转发该讯息，也开始有了粉
丝，有了一定的口碑，这时就被称为口碑媒体了。
吴先生为此举出了小米集团为例子。小米集团是有
意识地操作媒体的典型例子，认真对待顾客给予的
回馈，并根据回馈改善产品。如此重视顾客给予的
回馈，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且拥有着一群很忠实的
粉丝。
身为自媒体，特别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观众或是
粉丝，需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上社会责任？
吴先生为此表示，身为自媒体，必须要有自己的原

| 自媒体形态。

则。当自媒体所做的事情超出了道德准则，社会自

人人都是媒体

有公论，社会给予的反应将告诉当事人不要越界，

吴先生表示，人人都是媒体，当使用者有意识

他将从中学习和成长。而当一个人不理会社会公

地发布内容给目标群体，就可以被称为自媒体。例

论，不断地越界，则会被踢出游戏规则。吴先生也

如，在Facebook、Youtube或是某个网站向朋友或

表示，每个世代的演化，都是所有人集体做出的行

客户发布了讯息，便是自媒体。自媒体的形态可分

为模式的结果，这种演化及造成的趋势是必然的。

为KOL和企业两种，当天吴先生则着重于介绍了KOL
的部分。
KOL(Key Opinion Leaders)，意为意见领袖，
包括Blogger、Tiktoker、Youtuber等等。他们的
收入来源包括：内容、广告、代言、直播带货、自
创品牌、创业等。其中，吴先生表示创业是把一个
价值带到一个特定的市场中，经由使用者的操作，
把价值不断地创造和提升的一个过程。当使用者秉
持创业思维去经营自媒体时，使用者的思考点则不
会太狭隘，而会更具全面性。

反向操作演算法
网络上的演算法，将根据使用者时常搜索的资
讯，不断地出现相关内容给使用者。久而久之，这
些内容将会越来越多，使用者对这些内容的粘性会
越来越强。简单地举个例子，某人想多了解关于如
何养身，则多在网络搜寻相关内容，经过网络演算
法的推断，这些内容会不断涌现。虽然使用者改变
不了网络上的演算法设定，但可以改变自己的行
为。对此吴先生表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有意识地
操作网络，即反向地操作演算法。
网络时代，所有资讯都在使用者掌控之间，该
学习如何去善用网络，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为此
吴先生举出了一个例子，世界知名股神——沃伦·
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之所以会成功，背后有查
理·芒格（Charlie Munger）的帮助。查理·芒格

| KOL的收入来源。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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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丰厚的背景知识，大量地吸收各
种知识，所以在投资上可以无往不利。
吴先生对此鼓励大家多普及各方面的知
识，当拥有各方面的知识时，便能更有
根基地操作每件事情。他表示，大家可
以善用Google的搜索引擎，多了解不同
的知识。
从网络、网络的发展、媒体的种类到自媒体该不该负上社会责任，吴先生为大家介绍及
解释了相关内容。相信透过此讲座，大家将更了解网络的用意以及其运作方式。且相信在未
来，身处自媒体时代的我们，将更善用网络带给我们的便利，不断地从中吸收更多各方面的
资讯。

在网络社会中创造价值
朱紫宁（高三文商廉）
透过这场专题演讲，我更加了解什么是自媒体。吴先生说：“身处自媒
体时代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媒体。”我却认为，有价值、有素养的自
媒体才是正真的自媒体。一个有价值的自媒体，他们会在各种网络平台分享
知识、新闻、有意义的贴文等，让大家有所收获，而不只是单纯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
生活状态。在这个科技时代，我觉得互联网渐渐成为了一个“社会”，在网络社会创造个人
价值是大家都需要学习的一个过程。
在这场讲座会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成为网红必须具备的条件。现今这个时代，人人
都想当网红，包括我，我曾经也想过和朋友合作拍摄有关环保主题的内容。虽然将自媒体经
营到“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影片的内容是引起网民关注的一个关键，只有掌
握大众喜欢看的喜好，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观众。不仅如此，如我上述所说的，想当一个成
功的自媒体，还必须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魅力、有价值、有素养的一个自媒体。最后，我认
为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市场的全球化，网络行销逐步变成了一种趋势。想要控制未来就得掌
握现在，所以学习与自媒体共处并且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知识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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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让世界进步
黄轩辉老师（电脑教师）
我非常赞同主讲人的说法：“网络即是媒体，网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资讯更好
地传播给每一个人。”目前网络已经发展成熟，各种媒体都能更快速、更有效地传达
到全世界，我们因此可得知世界各地的各种发生的事。现在，网络技术已经把人类从
物质和精神上，带进了全新的世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对话的空间，人们用它传递呼声，了解
人民的需要，进一步发挥职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切在过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
我们必须感谢网络媒体为我们带来的便利。
对于主讲人提及的，想成为出色的网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也非常认同。我认为任何事情，
如果要成功，就必需付出代价。成功的网红具有以下的条件：良好的口碑、高颜值、突出的品位和审
美、才华、能力、有社会责任感、能与时俱进。想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网红、在广阔的网络世界要处
于不败之地，就得各方面都出众；想要被追捧、被喜爱，自身就得足够优秀。
处于自媒体时代，拥有与自媒体共处的意识是很重要的。要做到与自媒体共处，我觉得我们需具
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资讯科技的基本概念和知识，能运用资讯科技的知识于生活及学习中。
二、具社会责任，能信守资讯社会的道德与伦理准则，寻求恰当的方式获取与处理资讯。
三、具备资讯安全意识，遵守资讯法规，积极维护他人合法权益和公资讯安全。
四、对促进资讯社会的和谐与持续发展有责任感。
五、对资讯科技议题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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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转播出版组主办线上读书会
邀请林倖伃校友分享《报导的技艺》

报道 | 谢依恩（初二爱）、陈欣蜜（高二文商平）、陈俐棋（高二文商礼）

你对新闻系是否感兴趣？新闻系

角度报道时没有发现的错误和问题，

到底是做什么的呢？而你是否在写稿

进而编修报道的内容、结论以及流畅

或者采访人的时候遇上困难？3月5日

度，并修改步调和细节。

（星期五）晚上8时，大众传播出版
| 林倖伃学姐

组邀请了目前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的——林倖伃学姐，以线上的方式与
我们分享《报导的技艺》一书。

员，中学生涯一直都积极参与《兴华
月报》的采访及报道工作，毕业后也
曾短暂地在资讯出版组工作。学姐从

《报导的技艺》是由曾在《华尔

学生转向助理的身份，从开始的采访

街日报》担任新闻编辑、曾任记者、

报道到深入参与《兴华月报》的编

头版撰稿人、洛杉矶分社的社长，以

辑与排版等核心工作。对于《兴华月

及全国特派员的威廉·E.布隆代尔的

报》的编辑有丰富的经验与心得，在

作品，倖伃学姐——导读书里提到的

导读的过程中也穿插了许多参与月报

各种写稿技巧。书中说到，在开始写

报道与编辑的心得，给予在场的出版

稿前，需要想题材并通过实地观察、

组会员许多的建议。

采访、上网来收集素材。她个人也十
分推荐利用系统化归档的方式来进行
稿件分类。此外，我们也可以以“主
题陈述”的方法来报道，用两句话简
易地表达主题后，以它来指引撰写故
事本体，也可以成为新闻导言地基础。

| 《报导的技艺》威廉·
E. 布隆代尔著。

倖伃学姐在校时是大众出版组会

本次分享会中，倖伃学姐除了导
读了《报导的技艺》一书外，还分享
了自己选课的心路历程，并与同学们
交流。在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时，
她表示，因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出版组
学会发现到了自己对写稿的喜爱，而

此外，倖伃学姐也分享了6个报

自己对阅读也有非常浓烈的兴趣，因

道指南：历史、范畴、原因、影响、

此选择了新闻系。学姐也建议想往新

反动和未来，以这些指南来确定报道

闻系发展的同学，要多学会如何使用

的“焦点和人物”。除此，也可以利

平面设计及视频剪辑等技巧，因为新

用“叙述主线”，以循序渐进地方式

媒体的发展让新闻不再只是单一的写

来完整、简洁地写好报道。倖伃学姐

稿了。除了关于新闻相关的专业分享

也提醒，若交稿前还有充足的时间，

外，学姐也分享了其在中国的升学事

可以用3，4天的时间抽离记者的身

项，以及在复旦大学参与校刊编辑工

份，并以编辑的角度再把报道审视、

作的心得。

通读一遍。这样可以发现在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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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报道展现真实社会
张紫樱（高一文商和）
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了解到了关于写作时的构思以及前期计划，报道最重要的是内容、
切入点和逻辑，可以说是在加强文章的结构与完成度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我认为新闻报道受
到这个大数据时代的影响，正面对它的挑战。而在时代的发展下持续转型，记者们的持续进
步也是对“新闻记者”这一身份最好的报道。这样的精神不管是报道还是其他方面都值得人
们深思。
报道不像文学作品可以以纯粹艺术的方式表达，它需要贴合大众，要呈现出社会最真实的一面。此外，
它也需要客观阐述，让读者在阅读后有感而发。我认为如果一篇报道能做到引起读者的思考，这篇报道就是
成功且有意义的。我会比较常看社会议题以及一些人文方面的报道，主要还是看读者的偏好，但符合当下的
社会议题是最重要的，所以这类报道只要不颠倒黑白基本上都会吸引读者去观看。我认为读书会是一个让不
同想法的人能分享和交流的平台。 所以参加读书会也是接受新事物、和不同领域的人进行交流的一次机会。

学姐亲切让我更好进入学习状态
黄贝嘉（初一爱）
我是大众传播出版组的新会员，因为刚接触出版组，有关写稿方面的技巧我都还有点生
疏，所以除了学会上课的时间，我都会自学有关的知识和技巧以提升自己的写稿能力。通过
这次的导读会，我学到了使用标题的方式来为该篇报道分段以看起来更加简洁易懂。此外，
我还记得学姐提过“不要急着交稿，放置3-4天后再以编辑的角度来审视这篇稿，这样会发现
之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和错误” 。我觉得这个技巧很实用，在往后写稿的时候我会将其实践起
来。最后，我很喜欢学姐导读时的那种亲切感，不会像我们和老师那般有着薄薄的隔阂感，让我可以更好地
进入学习状态。

透过分享，学习把复杂内容明确表达
李雳圣（高三文商智）
此次读书会让我对新闻报道有了新的见解，平日里我都只是大略读过报章上的新闻，直
到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读到的每一篇报道都是经过细心的铸造，在短时间
内及时、准确、客观、简明地将资讯传达给读者。我认为报道最主要的技巧无疑就是将自己
从报道的内容抽离出来，因为用嘴说容易，要做出来却难。我们都是有感情的人，对不同的
事物都有不同的见解，身为报道人，最重要的就是将资讯以客观公平的方式呈现给读者，避
免自己的主观意见过度渗透在报道中，以让读者可以自由理解及评论。平日里，财经的政治新闻是比较吸引
我细读的报道类型，其他新闻则只是略看标题。
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读书会提升我的写作技巧，因为我一直都想学习怎么把内容交错的事物以简单明
了的方式呈现给我的读者们。虽然我不写新闻报道，但是我相信读书会的内容不仅限于新闻领域，即使是很
少写作的同学也可以从读书会中学习到如何整理我们日常所吸收的大量知识。我觉得导读人的分享都跟循着
每个紧密的结构，有效地领导我们听众的思绪，确保我们明白，也很乐意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以后一定
会继续参加读书会，无论读书会是关于什么课题、自己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都好，因为在读书会中，我们都
可以吸取分享人所有传达的知识，也有机会跟在场的其他听众讨论辩论，对我们的知识的累积十分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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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Score 制谱工作坊
供稿 | 音乐科教研组

为了提倡音乐风气、鼓励音乐创作，同时提高学生们对于古诗词的兴趣与鉴赏
能力，我校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同音乐中心、音乐科教研组与华文课教研组, 联
合举办“古诗词谱曲比赛”。
为配合此赛事的推动，音乐科教研组特别于6月8日（星期六），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MuseScore制谱工作坊”，为有意愿参加谱曲比赛的同学创造更有利的
| 王舒慧老师

参赛条件，也为单纯对制谱有兴趣的师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管道。
工作坊由两位音乐老师——王舒慧老师、郑理轩老师策划及指导，除了向同学
介绍 MuseScore这款免费的专业制谱软件，也同步引导同学实际地操作该软件，让
参与者的学习不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技能也可以有效地提升。过程中，教务处林
齐荟助理也提供录影、拍照等技术支援，完整记载了工作坊的进行。
此次工作坊总共迎来了逾40名学生及数位教职员共同参与，两位老师清晰的讲
解及示范性指导的方式让与会者在过程中获益不浅。期待学校能举办创作工作坊，
拓展大家在音乐创作的视野及尝试空间。

| 郑理轩老师

“古诗词谱曲比赛”作品提交
截止日期为9月30日，报名链接，
https://forms.gleRDW6FDCoSwXUmG5W8

| 两位老师向同学介绍 MuseScore 专业制谱软件，也同步引导同学实际地操作该软件，让参与者的
学习不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技能也可以有效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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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工作坊让与会者在过程中获益不浅。

体会制谱的热忱
谢明峰（高三理爱）
“人生如棋，落子不悔。”抱着单纯想学习的态度出席了MuseScore制谱工作坊，被老师浅
显易懂的授课内容所吸引，并且也在工作坊的过程中体会到本身对制谱的热忱及对音乐的热爱，
真是一份小确幸。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与类似的工作坊。

开始音乐创作的第一步
郑睿涵（初二忠）
一收到这场活动的资讯，我雀跃万分地立即报名。很高兴参与了Musescore制谱工作坊，学
会用这个软件后，让我能够快捷有效地把曲子记录下来，特别是当听到一首喜欢的歌曲时，又找
不到谱，自己也能够使用这个软件制谱。我想，这也会是我开始尝试音乐创作的第一步。虽然是
第一次接触，但跟着王老师和郑老师的步伐，我仍掌握了制谱软件的各种操作方式。刚开始，操
作的步骤稍微复杂，有时会不小心按错而需要重做，所幸老师们把步骤和重点写在留言栏，让我
能够更加清楚并逐步地跟上进度，忘了步骤也可以参考老师的笔记。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最终在老师们细心指导下，我成功把曲子打进软件里，觉得很有满足感。我非常感谢老师们愿意
抽出宝贵的时间，举办这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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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艺作品展 以线条表达孝心
供稿 | 邝美玉老师

| 展示的布置上，犹如一个礼物盒，上面由纸康乃馨系成的蝴蝶结，右边贴着“兴华寸草心”，左边贴着“双
亲节献礼”。
为了提高学生们书法的水平，推广我校人文教

神。本次参展作品包括书法、硬笔字以及剪纸。参

育的发展，同时配合双亲佳节传达对父母的感恩之

展者为彭紫萱（高三理仁）、洪芷汀（高三理爱）

情，我校10位同学或以书法或以硬笔字书写有关“

、陈宣妤（高二理爱）、洪若旭（高一文商廉）、

孝道”的字词作品，被贴在食堂墙壁上展示。展示

徐永康（初三和）、王友齐（初二廉）、苏奕帆（

日期从5月8日（星期六）至6月21日（星期一）止。

初二勇）、萧谦谦（初一智）、郑婕妤（初一仁）

此次书艺作品展由人文教育研发小组发起，课
外活动处、书法研习社以及兴华翰墨缘协办。同时
也得到郭温和书法家（书法研习社指导教练）给予
同学们许多的指导。展示的布置上，犹如一个礼物

以及甘欣儀（初一智）、郑婕妤（初一仁）以及陈
芷墨（初一义）。康乃馨纸花以及张贴作品的是赖
雪冰老师（课外活动处助理）以及方淑婷小姐（课
外活动处职员）负责。

盒，上面由纸康乃馨系成的蝴蝶结，右边贴着“兴
华寸草心”，左边贴着“双亲节献礼”。
这项双亲节活动，也是我校《兴华书艺园地》
的第一期呈献。同学们的孝心得以自我观照，善
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其实，在《礼记·祭义》篇
中，曾子区分了“孝”的三个等级：“大孝尊亲，
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最高等的孝是使双
亲受人尊敬；次一等的孝是不使双亲声名受辱；再
次一等的孝是只能赡养双亲。
人文教育研发组特别感谢支持子女们参展的家
长们，在疫情困境中及时把作品送到学校，这充分
体现出亲子的温馨情感以及家长护持华教的可贵精
| 陈芷墨（初一义）剪纸作品。

校园动态

因父母栽培，找到写书法乐趣
彭紫萱（高三理仁）
书写这两幅作品让我联想到自
己的父母。小时候因受妈妈的影
响，开始对书法感兴趣。不管父母
有多忙，他们始终都愿意抽出时间
陪伴我去参加比赛。是父母的用心栽培，让我找到
了写书法的乐趣。再多的孝心都无法报答父母对我
的劳苦之心，有父母的生养抚育，才造就了今天的
我，谢谢父母！

| 彭紫萱（高三理仁）书法作品。

| 蔡颖君（中排左一）。

你的年代。我的年代
蔡颖君(1992年毕业，校友兼家长)
因为疫情，孩子宅在家上课已有一段日子了。那天邝老师辗转联络上大女儿，因为要
给＂兴华寸草心。双亲节献礼＂主题书法题字，我们就约好在校门口领纸。还记得6年前大
女儿刚上中学，那时也是在邝老师的牵引下，为校友会举办的中秋晚会＂兴华中秋颂＂主题
书法提字。回想6年前大女儿刚学写隶书，字体是青涩的，写得非常小心翼翼，现在无论在
纸张的裁剪，文字的铺排和书写的速度，一气呵成，我想这是6年来的磨练吧！
女儿上了高中后，校园生活因为要参与政府的公共考试，额外的课，显得更加忙碌了。
但她仍然没有放弃每个星期日早上到頼全合老师的书法教室学写书法，因为她觉得忙碌的生
活，只要上这堂书法课，她专心写字，烦燥的心情就会沉静下来。
我也是兴华的校友，八十年代兴华已把电脑课编排进正课里，那时电脑的应用才刚起
步，学校大大小小的活动如筹款活动、始业式、海报设计、毕业证书都需要书法题字，我也
有幸参加其中，那时的生活是忙碌的，也是充实的，我觉得这是我青少年成长中一个很难得
的经历。我父亲还曾说过：那时只要在家见不到我，我一定是在学校，从不担心我在外溜
达。因此，小孩在升上中学后，我都会鼓励他们有机会就多参与其中，多累积不同的书写经验。
中学的这段书写经验，对我后来的设计工作是受益良多的。我现在有好一些设计案子是
需将传统的书法和设计元素相结合，在编排、留白、线条的节奏、印章的位置、传统颜色的
应用相结合，让作品更具东方色彩。感谢学校在我的中学生涯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让我有
机会一展所学，我的收获远比当年付出的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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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高三级海报设计比赛
报道 | 郑理晏（高三理孝）

高三毕联会卫环股于今年3月至4月举

比赛的对象为全体高三生。参赛者选择“一兴抑

办“2021年高三级海报设计比赛”，积极响

疫”、“兴中有环保，居家莫忘掉”、“讲究卫生，

应学校推展的卫生、防疫及环保意识的宣导

健康生活”或以防疫、环保、个人健康或7S管理法，

活动，提升全体高三级学生对卫生、防疫及

即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

环保的意识。

、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安全

高三毕联会卫环股负责老师——朱伟杰
老师提到，比赛宗旨是加强同学们防疫、环

（Safety）和速度/节约（Speed/Saving）四大主题设计
海报，内容自行发挥。

保和照顾个人卫生的意识。他说，2021年

主办单位邀请了美术教研组及训导处作为评审单

的应届高三生，从去年开始就断断续续经历

位。训导处以内容、宣导实用性、创意以及整体布局

着网课，纵使回到学校也有很多活动没机会

为评分细项；美术教研组则以从作品整体呈现的美学

进行。因此，卫环股的郑理晏和纪慕能同学

角度作为评分标准。分数最高之五位优胜者，将各获

希望举办活动，以让应届高三毕业生有机会

奖状一张及神秘礼物一份。

参与，所以就有了这场海报设计比赛。他也
感谢毕联会及各班卫环股一直努力宣传此活
动，让活动可以顺利完成。

得奖作品

本次比赛作品，在赛事结束后，将转交训导处，
作为日后宣导及其他用途。

此为班级顺序，奖项不分排名。

别出心裁奖：李芝逸（高三理孝）
主题：兴中有环保，居家莫忘掉
“地球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而是子孙后代借给我们
的。”倘若人类再继续漠不关心，抱着侥幸的心态污
染美丽的环境，人类终将遭受大自然的惩罚。所以环
保从自身做起，我们小小的行动，就会让世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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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夺天工奖：

奇思妙想奖：

戴婉琦（高三理爱）

吴振耀（高三理信）

主题：一兴抑疫

主题：一兴抑疫

在这场全人类与病毒的战役中，我们必须坚

此作品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中心主要是凸显

守自己的防线。抵抗眼前的黑暗，是为了保

主题，中间的绿眼寓意着大自然，也是代表

护身后的光。

人类的眼睛，盼望着疫情结束的人们；而周
围的则是国家颁布的SOP中的3C和3W。色彩
的部分主题我运用橙色主要是对应高三毕联
Logo的颜色，而剩下的部分等凸显主题。

光彩夺目奖：
谢雨彤（高三文商平）
独树一帜奖：

主题：一兴抑疫

萧景瑞（高三文商平）

背景深藍代表了在疫情的影響下糟糕的現

主题：一兴抑疫

況。作品中以人為主體，并穿着兴华校服，
代表著每個兴华人在防疫措施都是不可忽視

一兴抑疫也代表我们要一心一意去面对这波

的個體。病毒圍繞在我們身邊，但卻不易被

疫情。每个人都必须去遵守戴口罩这一新常

察覺，於是它們就這麼在微小的縫隙中蔓延

态，并且要勤洗手。为了让学校里所有人都

全球。但倘若我們戴上口罩，做好防禦，人

保持这行为，长辈更需要以身做则。最后，

就等同於多了一層保護層（围绕人物金黄色

抑疫是每个人，更是每个兴华生的责任。

的范围），讓病毒無機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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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首办“校内三语演讲比赛”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我校于4月20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

华文讲稿要求参赛学生自行撰写，题目包括

办了线上校内三语演讲比赛，初中7位与高中

初中组的：《我上网课的心得》、《疫情下

组6位学生入围，争夺总冠军殊荣，最终分

的农历新年经验》和《我最亲近的人》；高

别由初一爱的林宏轩和高二礼忠的林旻仪获

中组则有《全民接种肺炎疫苗》、《疫情下

得。这也是我校首次举办校内三语演讲比赛。

网课的学习与挑战》和《网络言论需要管制

这场由教务处主办，华文、国文科教研
组与英语教学中心共同协办的比赛，宗旨为
培养具备三语能力的演讲人才，提升学生

吗？》评审老师则根据学生3个影片的得分总
和，从初、高中组分别挑选了7位与6位学生
入围决赛。

的演说能力，同时也为我校遴选参加全国独

决赛当天，初中组入围学生须准备华、

中三语演讲比赛的校派代表。初中组和高中

国、英三语各3分钟的讲稿，高中组则须准备

组皆开放予所有在籍学生自由报名参加。过

4分钟。华语演讲稿都是采即席演讲的方式，

去，我校三语演讲比赛都是由各语文老师透

在演讲前半小时进行题目抽签，利用半小时

过校内选拔，并推荐学生代表，参加全国独

时间写稿，然后即席上场演讲。评审分别

中三语演讲比赛，今年则首次举办校内三语

依据华、国、英的表现，包括内容、语音、

演讲比赛。

语调和情态，评选出初、高中各语文的冠、

比赛方法分为初赛和决赛。初赛中，参
赛学生依据比赛的规定，自行录制华、国、
英语各一分钟的演讲短片上传提交，其中，

亚、季、殿军与优胜奖。最后，再以三语文
的得分总和，选出全场总冠、亚、季军以及
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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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阵容 :

| 华文评审
赖兴祥先生

| 华文评审
李贤丽老师

| 国文评审
Cikgu Tan

| 国文评审
Encik Vertemis

| 英文评审
Mdm Ng

| 英文评审
Ms Irin

校内三语演讲比赛决赛总成绩
一、初中组
名次/语文
冠军
亚军
季军
殿军
优胜奖

华语即席演讲
黄贝嘉（初一爱）
张镓茵（初一爱）
林宏轩（初一爱）
萧钿沁（初三礼）
邱紫仪（初二孝）
蔡岢芯（初二平）
陈欣仪（初三礼）

国语演讲
邱紫仪（初二孝）
蔡岢芯（初二平）
林宏轩（初一爱）
萧钿沁（初三礼）
张镓茵（初一爱）
黄贝嘉（初一爱）
陈欣仪（初三礼）

英语演讲
林宏轩（初一爱）
张镓茵（初一爱）
陈欣仪（初三礼）
邱紫仪（初二孝）
蔡岢芯（初二平）
萧钿沁（初三礼）
黄贝嘉（初一爱）

初中组全场三语总排名
总冠军 ：林宏轩（初一爱）
总亚军 ：张镓茵（初一爱）
总季军 ：邱紫仪（初二孝）
优胜奖 ：蔡岢芯（初二平）、黄贝嘉（初一爱）、 萧钿沁（初三礼）、陈欣仪（初三礼）

二、高中组
名次/语文
冠军
亚军
季军
殿军
优胜奖

华语即席演讲
王榕恩（高二文商平）
林旻仪（高二理忠）
倪卉凊（高一文商廉）
俞 愷（高二理爱）
李雳圣（高三文商智）
廖于琪（高二理孝）

国语演讲
林旻仪（高二理忠）
李雳圣（高三文商智）
俞 愷（高二理爱）
王榕恩（高二文商平）
倪卉凊（高一文商廉）
廖于琪（高二理孝）

英语演讲
林旻仪（高二理忠）
李雳圣（高三文商智）
王榕恩（高二文商平）
廖于琪（高二理孝）
倪卉凊（高一文商廉）
俞 愷（高二理爱）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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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高中组全场三语总排名
总冠军 ：林旻仪（高二理忠）
总亚军 ：王榕恩（高二文商平）
总季军 ：李雳圣（高三文商智）
优胜奖 ：倪卉凊（高一文商廉）、俞 愷 （高二理爱）、廖于琪（高二理孝）

从幼儿园开始参加演讲比赛

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收获

林宏轩（初一爱，初中组总冠军）

张镓茵（初一爱，初中组总亚军）

我很开心有机会参与这次的比

在比赛中，同学们都发挥了各

赛，也很荣幸可以得到佳绩。首

自的实力,也让我获得了一次又一

先，我要感谢妈妈给予我的爱与支

次的进步，学会很多以前没有学过

持，陪我一同准备这次的比赛。老

的知识。我从小学开始，已多次参

师们的鼓励，同班同学到线上捧场

加演讲比赛，每次都要花很多时间

和打气，都让我觉得非常窝心。我

做好准备和背稿，然后忐忑不安地

也要感谢母校——兴华小学的老师们过去六年来，

上台演讲。但是，这份努力是值得的，因为每次得

给予我许多参加演讲比赛的机会，让我可以对演讲

到的收获都不错。因此，我常抱着“只要肯努力，

更熟练。

就会有收获”的心态，积极准备上台演讲。

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开始参加各种华国英上台

今年返校上课仅有短短的9天，比赛被迫在线

的比赛，希望通过比赛可以让自己在台上更有自

上进行，虽然可能会遇到设备问题或网线差的困

信，更精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似简单

扰，但是比赛当天进行得很顺利，我的发挥并没有

的短短三分钟演讲，我花了不少时间、精神去重复

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练习，以求可以更流利，自然。

首先要准备好讲稿，注意肢体语言和语音语调，然

华语即席演讲的环节很具挑战性，抽题后仅有

后进行大量的练习，把演讲做到熟练，滔滔不绝。

30分钟准备，要自己想内容、打稿，更要在短短的

至于总决赛的即席演讲，在比赛时才知道题

时间里记熟，确实不容易，是最令我担心的部分。

目。为了在短暂的时间内把演讲稿组织完善，我尽

所以，我上网搜寻了一些有关即席演讲的资料，以

可能地多了解自己身边的事物，以让我更容易地总

做参考。我认为，演讲要有所进步，唯有勤学苦

结出新观点。我满意自己三个语言的演讲表现，觉

练，向优秀的人学习。

得已经把我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了。但我希望我可以

比赛的筹备时间有点紧凑，对于自己三语演讲
的表现我都尚算满意，但我也认为自己还有很多进
步的空间。当然，我在准备的当中，学习到了演讲
以外的新知识，收获良多。我很开心看见自己在这
一方面的进步。

继续加油，争取做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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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开始接受演讲培训

老师提供的培训有很大帮助

林旻仪（高二理忠，高中组总冠军）

王榕恩（高二文商平，高中组总亚军）

我看到得奖名单后，当下非常

参与此次的三语演讲比赛，其

意外，因为我觉得当天自己的表现

实是抱着学习的心态，也没有想过

其实并没有很好，尤其是英文的演

自己能入围或是得奖。当得知自己

讲有点“卡”的，却出乎意外的获

获得高中组总亚军时，当然是兴奋

得了冠军。但同时，我也觉得很有

的，但还是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进步

成就感，因为我已经参加了许多年

空间。每一位前来参赛的选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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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语演讲的选拔赛，只有进入决选，却没有获得

都很出彩，所以能获得总亚军还是蛮幸运以及兴奋

最终代表学校出去参赛的机会。这次真的是蛮意外

的。感激朋友和老师们的鼓励与指导，才能让我比

有这样的成绩，虽然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可

较有自信地参与其中。

能也无法代表学校出去参赛。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三语演讲的比赛。往年因为

我小学时就开始参加校内外的演讲比赛，我的

害怕即席演讲而没有参加，而今年参加确实非常

演讲水平也是从小学开始练起的，虽然不是很专

忧虑以及紧张。但学习了好多以往都从未接触的领

业，但老师都会给予指导和提供培训。

域，而且前来参赛的选手们都很优秀，所以从他们

这次透过线上的方式参加演讲比赛，因为没有
观众，所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紧张的心情。但，
因为不是现场演讲，表现力和影响力都受到很大的
限制，难以调动评审的感受，这是很大的挑战。除
此，我在参加三语演讲比赛的期间，刚好也在参加
辩论比赛，再加上课堂的测验等，时间都被挤得满
满的，所以缺乏练习的时间，这也是我面临的挑战
之一。
若要分享一些心得，除了加强练习之外，我觉
得在比赛前可以多适应环境，也就是适应、熟悉在
家里透过线上视讯演讲。若真的非常紧张，害怕看
见评审的样子，可以把自己的视屏画面锁定在荧幕

身上也能学习到许多演讲知识。三语演讲最大的挑
战无疑是准备时间的管理。比赛的同时参赛选手们
都需要兼顾学业，再加上疫情的因素而临时转至线
上进行，准备时间相当紧迫。由于是三语，所以背
稿方面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精力，也是本赛事最大
的挑战之一。
比赛前，负责老师也安排了华、国、英三语的
培训课程给予选手们参与，而这三场培训给了我很
大的帮助，培训老师会给予讲评以及告知选手们不
足的地方。因此在比赛前，我会根据各培训老师给
予的讲评加强训练，例如寻找相关的演讲视频，关
注近期发生的新闻以及反复练习演讲稿等等。

上，看着自己的表现，看不到评审的样子，或许就

其实整场比赛最令我紧张的绝对是华语即席演

不那么紧张了。总而言之，透过一切方式，制造出

讲。记得当场我抽到的题目是“媒体识别的重要

对自己最有利的现场环境，让自己发挥最好的表现。

性”。我认为题目本身是有些许难度的，因为“媒
体识别”对于我们而言算是较为新颖的名词。说实
话，我对于这个课题并不是特别有信心。但由于准
备时长的限制，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演讲稿写
出。我认为自己的表现还是需加强，不管是观点还
是语句等都可再改进，但还记得在演讲稿里我有提
及“在这科技创新的时代，媒体以及互联网充斥着
我们的世界，当人们对于媒体识别有所缺乏，那么
这世界或许将变为虚拟化”，所以最后就以这句话
与大家共勉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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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C Reading Club#4 Millennial Voices
Poetic Evening with Dr. Too Wei Keong
Reported by ELC
On 28 May 2021, the day before the first school
break started,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held the fourth
reading club online on Millennial Voices, a volume of
poems by Malaysian writers aged 35 years and below.
This remarkable poem compilation brings together thirtyseven fresh voices in a collection of sixty-nine poems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poems
touch on themes ranging from everyday concerns to
identity, growing up, dealing with the loss of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nd political satire, things and issues we can
all relate to. This time round,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Dr.
Too Wei Keo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interim head
of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and a fellow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to chair the event.
The reading club was held online via Google Meet,
and was joined by 17 students and two teachers. Dr. Too
started the event by inviting all the participants to briefly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explain what made them sign
up for this event. Many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at they
joined as they have interests in poetry. Some said they had
been invited by their friends while a few mentioned that
they had been curious about ELC reading club activities
and decided to give it a shot.
Prior to the session, Dr. Too invited three poets whose
poems were featured in the book to record themselves
reciting their poems. They were Aisha Hassan who
wrote Two Lyrics for the Afterlife:Two Trees, Kwan Ann
Tan, the author of Qing-Ming and Yee Heng Yeh who
composed Thoughts on the Common House Spider. The
video recordings stirred quite a bit of excitement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s they were eager to see the faces behind
the poems they had read. Having played the recordings,
Dr. Too explained all the three poems in detail, prompting
the participants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as he went. It was
interesting to see the three poems being approach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s each participant had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ms.
Among all the poems, one called Bodoh by Hana Zainal
Abidin was the crowd’s favourite. Bodoh is a simple poem
which is easy to understand and describes the emotions

| Dr. Too Wei
Keong chaired
the fourth ELC
Reading Club:
Millennial
V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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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sha Hassan,
the author of
Two Lyrics for
the Afterlife:Two
Trees.

| Kwan Ann Tan
recited her work
Qing-Ming to
the audience.

| Yee Heng Yeh
recited Thoughts
on the Common
House Spider.

| Our student,
Rachelle Tan
Ying Ann shared
her thoughts
about the poem
she found
interesting,
Banana for Teoh
Beng 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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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experiences when being called
stupid. When deciphering this poem,
Dr. Too highlighted the sensory verbs
such as hear, see, feel and taste, which
were creatively used by the author to
generate a strong emotional response
from the readers. Participant Ng Yun
Xi, who recited the poem, shared that
she found this piece interesting as it is
very relatable because everyone gets
called “bodoh” at least once or twice in
a lifetime.
Some participants also volunteered
to recite some of the poems they like
during the session. Rachelle Tan
from S3 Wellington recited a poem
entitled Banana for Teoh Beng Hock,
claiming that she found the title of the
poem interesting as it features a fruit
alongside a name of a person. Initially,
she thought it was a light and easy read.
After much research, she was shocked
to discover that the poem was about
a political aide who was found dead
on a rooftop of a building. Rachelle
mentioned that it was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her to learn how such
a dark, mysterious incident could be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a poem, using
symbolism like a banana to convey a
specific meaning to the audience.
The poetry appreciation session
ended at 8.20 p.m. Dr. Too thanked
all the participants for showing up
and brought up the fact that all the
poems featured in Millennial Voices
are written by young Malaysians from
the age of 16 to 35. He encouraged the
participants to continue creating art in
the forms of poetry and he hoped that
one day, their work will be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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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Elocution Competition
Making a speech powerful

| Forum finalists getting ready for the finals.

Reported by ELC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s
year’s forum competition structure was
modified where only Senior One and Senior
Two students were involved, and both the
preliminary and final rounds took place online
in May. This annual competition is held
with the objectives of promoting the use of
English, encouraging public speaking among
students and creating students’ awareness on
current and social issues.
The participating panelists, comprised of
a chairperson, three speakers and a reserve in
each team, have a free hand to choose any
topics according to the themes given. This
year, despite the restrictions of full school
closures, the preliminary round attracted
28 teams in total to partake in the online
discussions, which was very encouraging.
Each speaker shared their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interesting and relevant topics such as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Childhood Obesity
and The New Norm of Educ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presentation, the panelists had to
respond impromptu to one question posed by
the judges individually. Besides evaluating the

in-depth knowledge of the topics presented,
this Q & A session also served a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participants to demonstrat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fluency. Even
though the participants were not able to have
a discussion face-to-face, they intelligently
exploited the convenience of their digital
devices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among
themselves, and confidently expressed their
individual opinions to impress the judges
in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Three best teams from each level were
shortlisted for the finals held on 27 May 2021,
based on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content, language, style, and so on.
Despite some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the
competition went very smoothly. The judges
had a hard time deciding the finalists as well
as the winners. All in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applauded for their amazing presentations
and were encouraged to continue to improve
their skills for more effective discussions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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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Wellington panelists presenting their views on Sexual Harassment.

Eugene Gan Ming Tao (S1 Athens)
Since I was young, I always had trouble when presenting, but this time
I was determined to change that. During the preparation, since my crew and
I practised for a relatively minimal amount of tim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I felt a surge of nervousness go through me. However, I had to do my best
so I pushed myself to reduce my anxiety. In the end, we placed third. I was
extremely surprised when I was awarded the Best Speaker out of all the panel
speakers. This experience really helped me to grow as a person, and I will try
even harder next time.

Emily Wong Wei Lyn (S1 Wellington)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y English
teacher Mrs. Siow for guiding and encouraging us during our preparation. It
was a very unique experience as we had to have our practices online.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we tried our best.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nd thank my
teammates for the great teamwork. I’m truly honoured and glad to be able to
receive this Best Chairperson Award. Special thanks to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at ELC for organising this meaningful event. It was indeed a great opportunity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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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 of
Forum Competition 2021
Senior
One

Prize
First
S1 Wellington

Second
S1 Washington

Third
S1 Athens

Senior
Two

Prize
First
S2 Adelaide

Second
S2 Paris

Third
S2 Canberra

Name
Emily Wong Wei Lyn (CP)
James Chu Chee Yang (P1)
Lim Ching Rou (P2)
Wan Li Ping (P3)
Lee Weng Yan (R)
Tan Jo Vi (CP)
Chan Ying Xuan (P1)
Chua Pei Ying (P2)
Goh Wen Cyn (P3)
Tong Zi Chen (R)
Tan Zhi Qi (CP)
Ng Jun Jie (P1)
Eugene Gan Ming Tao (P2)
Chia Sam Kiat (P3)
Chiew Kai Teng (R)

Name
Lim Hung Xuan (CP)
Chan Suet Ting Estee (P1)
Koh Jun Kit (P2)
Wong Khee Chun(P3)
Lee Kwan Zhe (R)
Ng Rachel(CP)
Lee Zhexuen (P1)
Wong Jia Jia (P2)
Seow Jia Huei (P3)
Ng Zhing Yee (R)
Goh Wei Jie (CP)
Tan Jia Chun (P1)
Cloe Loo Dan Wei (P2)
Jacelyn Kong Xing Ai (P3)
Tan Moh Zhe (R)

CP:Chairperson; P:Panelist; R:Reserve

Best Chairperson

Emily Wong Wei Lyn
(S1 Wellington)

Best Speaker

Eugene Gan Ming Tao
(S1 At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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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森独中商科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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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的商业生态环境”
提升教师对商业生态改变的认知与认识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 吴文彬先生
我校于4月24日（星期六）早上9时，邀请

但另一方面，透过他的观察，在疫情期间出现

MyStartr众筹平台创办人暨CEO吴文彬先生，担任

了“集中消费”的有趣现象，消费者因为在疫情期

2021年雪隆森独中线上商科专题演讲嘉宾，主讲“

间，出门的机会变少了，因此消费的机会集中了，

后疫情的商业生态环境”，包括消费模式与经营模

且因为消费的机会减少，导致消费者更倾向选择奢

式的改变与发展。

侈或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我校商科教研组组长朱伟杰老师在主持演讲时

他以自己在疫情期间与家人出外用餐的经验与

表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许多教师都忙于调整

大家分享，当他提议到快餐店用餐的时候，女儿却

自己的教学计划，但商业世界分秒变化。他认为，

反对，认为经过漫长被迫待在家的行动管制令期间

教师在适应及调整自己教学方法的同时，也不能忘

后，难得能够外出用餐，不应该只吃快餐。吴文彬

记了需要同步提升本身对整个商业生态改变的认知

认为，这反映了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因此，餐点与

与认识。

服务越优质的餐厅，消费者的密度就越大。

商业生态的变化远远超过课本上的知识，因

另一方面，集中消费的现象也发生在传统的零

此，教务处特别安排这场专题演讲，希望能让教师

售企业中。他以国内某家售卖婴儿产品的传统零售

得到更多认知上的更新，并在课堂中与同学们分

店为例，在疫情期间营业额成长了30%，因为消费

享，丰富教学内容之余，也开拓视野。

者在难得能外出购物的时候，会选择把所需产品一

后疫情的集中消费现象
吴讲师指出，根据政府针对我国企业
规模的统计数据，共有76.5%属于微型企业
（Microenterprises），实际的数目可能还会更
高。在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许多以传统零售业为
主的微型企业都纷纷倒闭。他指出，关键的原因是
相关企业的资金流无法撑过1至3个月。

次性购足，因此提高每一单笔消费的总额，进而提
高总营业额。
无论是以线上线下为经营模式的企业，都非常
努力地在思考如何引来消费者流量。吴讲师说，
企业都是往人多的地方开店。新冠疫情导致人们待
在家的时间变多，也渐渐养成透过网络平台购物的
习惯，有不少的传统企业也在这期间转型至网络平
台，加速了电子商务、网络产业的发展，也增加了
小企业或自创品牌崛起的机会。
他举例，某家拥有3间店面的板面店，在疫情
期间关剩1间。但因为迅速改变经营策略，自创包
装板面品牌并透过网络销售并有亮眼的销售额，成
为了成功转型的例子。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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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零售模式的误解
许多人认为新零售既是无人商店的经营模
式，但吴讲师说，这是很大的误解。他解释，新
零售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既是去中心化，包括
许多在主流网购平台开设网络商店的企业，想要
减少对这些平台的依赖。从过去以通路为经营的
核心，转变至以客户为经营的核心，透过现有的

新零售模式的商业趋势
然而，电子商务的规模，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
总零售总额占比都不高。吴讲师说，中国的电子商
务规模也仅占了总零售额的20%，而我国在疫情之
前，也只有5至6%的占比。他坦言，电子商务的发
展已经到了极致，因此，未来的发展将会往新零售
的模式迈进。
过去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是企业不断以不同
的通路寻找潜在的消费者，进而增加其营业额，例
如从O2O（online to offline或offline to online）
的模式演变成OMO（online merge offline）的模式。
他解释，透过网络购买折价卷后，再到实体店面消
费，这是属于online to offline的一种。Offline to
online指的则是在实体店面接触到实体产品后，再透
过网络平台以低价购买的行为。
上述这两种行为不断地交错，让企业发展成全
通路（Omni-Channel）的经营方式，无论是线上或
线下，企业或其所售卖的产品或服务，都能让消费
者找得到，既OMO的概念。

科技技术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的模式，找出商品
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并服务好消费者。
具体而言，新零售的模式既是某个消费者走
进一家实体店，决定购买某个产品后，发现网
络平台能够提供更优惠的价格，因此决定透过
网络平台下单。此时，实体店的销售人员必须要
发现这一行为，且适时地提供与网络同等的优惠
价格，成功让该消费者在实体店下单。吴讲师强
调，新零售不一定是无人商店，甚至可能会有很
多销售员。
他坦言，新零售的概念是一个美好的想象，
目前还未完全成型，包括如何透过科技技术，得
知消费者的消费决定，当中更牵涉到消费者的隐
私课题。不过，整个商业环境正逐步往这个方向发
展，这也是商科的师生可以关注的商业发展趋势。
当天，包括我校在内，共有12所独中和董总
近90位教职员报名参与，除了坤成中学、吉隆坡
中华独立中学、尊孔独立中学、循人中学、巴生
中华独立中学、滨华中学、光华独立中学、芙蓉
中华独立中学与波德申中华独立中学10所雪隆森
独中外，还有关丹中华独立中学、吉兰丹中华独
立中学的参与。
与会者表示，当天讲座内容不仅开拓了商科
老师的视野，启发他们对后疫情商业生态环境的
新认识与新思维，讲师所陈述的生动例子也有助
于丰富教学元素。贴近生活实境的内容与讲师的
活泼、具幽默的演讲风格，亦让老师们期待未来
能有机会再聚首共学。

| 共有12所独中和董总近90位教职员报名参与线上商
科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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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履历撰写与面试技巧
轻松进入理想大学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者需要审查大量的履历，若履历能够强烈突出个人
的才能和特色，并能够吸引审查者，才更有机会突
围而出。
她也建议，撰写者可以在自己的履历中，“量
化”自己的表现或才能，用数字凸显重点。她认
为，“我曾参与筹办过20场比赛，其中5场为国际
级比赛”的表达，更胜于“我曾参与筹办数场比
| Miss Cindy Chow

赛。”同时，履历也避免长篇大论，应该简明扼要
列举出重点，字体大小控制在11与12号之间，且拥
有适量的间距和行距，否则会让审查者失去阅读的
兴趣。

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5月21日（星
期五）邀请Sunway University Events and
Outreach Program 的高级经理 Miss Cindy
Chow，带领我校同学进行“个人履历撰写与
面试技巧”工作坊，从审查者和面试官的角
度，提供最关键的技巧指导。
长期审查申请者履历的 Ms. Cindy说，能
够吸引她的履历，具备了两大的条件。第一，
整份履历所呈现的“感觉”，能够博人眼
球，让他人想要继续读下去。这其中包括英
文姓名的大小写的使用，也能看出申请者是
否有注重细节。再者，选用的个人照片也是
一大关键。她强调，非常生活化的照片不宜
出现在履历中，譬如在餐厅用餐的照片或穿
着背心的居家照，都会让审查者留下不好的
印象，进而失去获得进一步面试的机会。
Ms. Cindy解释，个人履历旨在呈现个人
的工作经验、个人才能和教育背景，但撰写
履历时，必须清楚自己是为了入学申请抑或
是奖学金申请，前者应在履历中凸显与申请

90 秒决定面试成败
在面试技巧的分享中，MS. Cindy根据某个统计
调查的结果，指出面试过程的前90秒，已经决定了
面试者会不会被录取的成败。影响面试官决定的关
键因素，有55%来自于面试者走进面试间的穿着和
举止，38%为面试者的言语表达，7%则是所说的内
容。因此，她认为，端庄的衣着、整洁的仪容非常
重要。
她也补充，无论是实体面试或线上面试，保持
笑容和眼神交流，都是加分的项目。尤其是线上面
试时，眼神也必须直视镜头，尽量别东张西望。过
程中，除了坐姿需要端正之外，也应该注意自己的
一些小习惯，例如抖脚或不断玩弄头发，以免留下
不好的印象。
除此，Ms. Cindy一再地强调，面试迟到是大忌，
同学应该提前抵达面试地点，以表示对面试的重视。
疫情之下，透过线上进行的面试，任何迟到的借口
更是不被接受，例如网络或电源中断的突发状况，
都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以避免该状况发生。

科系相符的学习背景，而后者则须强调个人

她认为，面试时应该要尽量展现自己优秀的一

的才能，以说服审查者认同自己是获奖的适

面，但不应该欺骗面试官自己所不具备的才能或经

合人选。他提醒，同学们应该考虑到到审查

验，若谎言被揭穿将会直接影响面试的结果。面试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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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Cindy根据某个统计调查的结果，指出面试过程的前90秒，已经决定了面试者会不会被录取的成败。

者也应该清楚掌握面试官所问
的问题，避免答非所问。
Ms. Cindy不仅在工作坊
上分享了许多撰写履历和面
试的技巧，也让参与的同学
们展示自己所设计的个人履
历，并现场提供宝贵的修改

| 工作坊中，Ms. Cindy带领同学一步步完成履历的撰写。

建议。

| MS. Cindy要求学生展示自己撰写的履历，并现场提供
具体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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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线上教育展
78 所国内外大学提供咨询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升学之路不因新冠疫情而暂停，因此我校升学
与国际事务处于6月10日至11日（星期四至五），
连续2天通过Zoom平台举办线上教育展，邀来78所
国内外大学于升学服务中心，讲解各大学的科系特
色、申请入学事项或奖学金等。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说，因为疫情的
关系，无法像往年般举办实体教育展，故今年第一
次以线上方式举行，但也获得国内外大学的热烈支
持与参与。线上方式为在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地区大
学代表提供了便利，让更多远在国外的大学可以参
与。此次的教育展学生及家长反应极为热烈，导致
系统一度不稳定，参与者无法进入。
线上教育展的首日，共分成两个场次，分别是
以亚洲地区为主的国外大学场次（新加坡、中国、
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等）和以欧美澳地
区为主的国外大学场次（英国、爱尔兰、德国、美
国和澳洲）；次日的活动，则是国内大学场次。学
生积极利用本次的教育展的平台了解各大学学院及
进行升学咨询，为自己的升学做好准备。
过去，升学与国际事务处都会在校内举办实体
的教育展，今年但因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实体教
育展无法举办，因而改成线上的模式进行。当天，
上述3个场次的活动内，再以分组的方式进行，把
每所大学学院或升学服务中心各设成一个小组，同
| 各所大学负责人在线上教育展中，为学生
讲解各大学的科系特色、申请入学事项或奖
学金等。

学们可以依据心属的大学学院，自由进出不同的小
组聆听讲解或咨询。
另外，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也准备了抽奖活动，
出席的同学只需填写基本的资料，既有机会获得
精美的礼物及礼券，全程抽奖影片也已上传至升学
与国际事务处的脸书，有兴趣的同学可到脸书搜寻
@hhhshigherstudies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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