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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兴华”线上招生说明会
报道 | 刘怡君（高二理信）、周可欣（高一文商礼）、叶恩绮（初二爱）
我校于7月17日（星期六）上午9时半，透过ZOOM平台举行了“认识兴
华”线上招生说明会。当天的出席人数高达550余人。这场以兴华中学简介短
片作为开头的线上招生说明会，由苏进存校长进行主持。
首先，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为家长们讲解课程、学习以及评量。
高初中课程皆以统考的课程为主。学生在初中三毕业之前，会参加全国初中
统一考试，升上高中二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在各学科还有语文的能力，来

| 苏进存校长

选择是否报考SPM。而到了高中三这一年，学生在毕业以前会参加全国高中统
一考试。
在课程方面，初中的同学除了习基础知识型的科目，如语文、数学等科
目以外，通过校订选修课程掌握生活技能，学习创作。到了高中，则根据学
生的能力与兴趣升读理科班或文商班，开始专业科目的学习。此外高中阶
段，也提供多门开放性的选修课程，让学生有机会自主的探索他们未来的领
域发展。
英语教学中心莫壮燕副校长，介绍我校英文学习的特色和学习环境。兴

| 许梅韵副校长

华中学英文老师除拥有英文专业知识的基础外，还必须经过教师专业的培训
课程，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英文教育团队。在教学内容部份，从2009起就已根
据欧洲共同语文框架所拟定的教学内容与学习标准，作为课堂上学习的主要
材料，旨在让学生拥有听、说、读、写的应用能力。
除此，我校英文班是依据学生的英文能力分成小班制上课。初一的同学
会经过一次水平测试，并按照他们的能力做进行小班分配，以此达至“因材
施教”的教学宏远，也有利于英文老师在同学们学习第二个语文的环境适当
的给予同学们指导和关注。
训导处方面，李荣兴副校长提到，我校的教育使命是培养有自主发展素
质的学生，因此在生活教育方面我们着重督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

| 莫壮燕副校长

3

4

焦点

招生说明会

惯；而班级经营的精神价值则是其重要的载体。班导师通过各方面的带领，培养同
学成为学习的主体，学会自觉、自学、自律的精神，进而不断自我完善；而良好的
生活习惯既是在这过程中建构的，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形成， 培养出具有非常强大
的自我管理能力的人。同时，他表示，我校亦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七大习惯，同时透
过“生命指南针”的使用，让同学自己规划学期要达到的目标，并清楚自己的角色
扮演。
另外，李副校长也提到，我校注重学生的生命教育和德育的培养，各级都有既
定的品德教育的目标，通过班会、级联活动、辅导活动等进行品德教育的推展。这
| 李荣兴副校长

些都是非智力因素的能力，都是将来可以带得走的能力，以面对各方面的挑战。
宿舍方面，李副校长提到，我校宿舍也常举办各类活动，在生活导师指导下，
由自治会同学协助推动，例如：新春活动、中秋晚会、各项才艺比赛、火警演习等
等，他们将会担任这些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另外，我校
宿舍生活老师对初一及初二学生使用手机的时间上，有严格的管控，家长不需要过
于担心。
接着，课外活动处刘久进主任表示，重视学生在课外活动的发展，是华校长期
来关注的面向，也是独中的一大特色。在我校，课外活动更是自创校以来重要的群

| 刘久进主任

育活动。他说，课外活动也被称为“第二课堂”学习，是“第一课堂”的延伸。
他指出，课外活动的功能主要分为两大项。第一，开拓更多价值空间。让学生
有机会实践所学、发展所长，达到加深学习及开拓视野的作用；同时也让学生找到
可以发挥的空间、可以扮演的角色，使他们获得肯定。第二，营造更多成功经验。
将“第二课堂”的成功转移到“第一课堂”的信心上面，将偶尔发生“主流的失败
经验”心理补偿，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和成长历程发挥正面的效应。我校的课外活动
总共分为五大类——学术、艺能、表演、服务、体育，目前有超过50个学会团体供
学生参与。

| 李辉祥主任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主任李辉祥主任，通过我校学生近几年来的的升学表现，说
明毕业生们除了留在国内继续升学之外，也到世界各地留学，其中包括澳洲、中
国、英国、爱尔兰、俄罗斯等等。当中有许多学生都得到各个学府提供的奖助学
金，并接受免费的大学教育，升学出路可以说是十分广泛。
最后，苏进存校长也表示，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拥有各自的特色及亮
点，他期许来到兴华的孩子都可以在我校获得不同方面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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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学年度初一新生

招
收 Recruitment of Junior One Student for the Year 2022

入学考试：12/9/2021 (SUN.日) 报到：8.00am
Students should arrive at the exam venue by 8.00am
Entrance
Examination 考场Venue ：线上考试 Online exam

对象：华小六年级毕业或同等资格，品行良好，且愿接受本校严格管教者。
Target : Completion of 6 years’primary education in a Chinese school
or similar with good conduct and willing to undergo strict discipline.

报名截止日期 Deadline ：
08/09/2021
（网上报考 Online Registration）

报考详情
Exam Registration Details

08/09/2021
（到校报考 Registration at School）
141,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41200 Klang, Selangor D.E.
Tel:03-3371 4241, 3371 4801 分机113
https://www.hinhua.edu.my
email: hinhua@hinhua.edu.my

http://gg.gg/uuf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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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各级线上集会
上半学年的总结与反思

报道 | 李筱心（初三平）、郭谚嗪（高一文商平）、陈俐棋（高二文商礼）

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师生们无法返校的关系，我校特于7月
2日（星期五）与5日（星期一）透过zoom平台进行各级集会，
作为第一学期的学习总结与反思。
苏进存校长呼吁，同学们要为第二学期的生活与学习做好
规划，同时也强调同学们要珍惜由父母以及师长营造出来的学
习环境。
“兴华人除了优秀，别无选择”，苏校长认为，优秀不仅

| 苏进存校长

仅是课业上的高分，更是同学们对身旁长辈们的体谅及感恩。
他希望，同学们要努力跟上学习的队伍，落队的同学一定要极
力去弥补之前在课业上所忽略的部分，同时也把每一个身份都
做好，“是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要像什么”。
训导处主任李荣兴副校长说，学生应当自觉、自学和自
律，并珍惜各种能够学习的机会。网课时保证全程开启镜头，
不迟到也不挂网，认真及诚实的完成各项网测，而缺席的学生
则需准时办理请假手续。疫情下，父母经济上多少会受到些许

| 李荣兴副校长

影响，学生需扮演好孩子的角色，即同理父母，于手足之间互
相扶持与照顾，并且谨慎使用网络平台。在疫情期间，亦需
缩小生活圈子以避免外出，若不可避免外出时，则需佩戴双层
口罩及避免群聚，返家经消毒后才与家人接触，保障自身与他
人的安全。李荣兴副校长讲述了在砂州发生的“姐弟爬山又爬
树，接收网络信号上课”事件，让学生知道由于网络因素在乡
间学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拥有完善设备的学生应该要珍惜
每一次的学习机会。
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也提到，学生需时刻自我检查，
在各科的学习表现需尽自己的学习责任，适应混合教学之余，
也要时时调适自己作为学生的模样。她也鼓励学生多积极参与
第二课堂的学习以拓展视野及探寻潜能，在生活能力方面亦必
须做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人的责任。

| 许梅韵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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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想回学校上课
苏盈祯（高二文商廉）
随着时代变迁,科技发达,即使疫情严峻,但还是可以透过线上平台上课。虽
然线上学习有许多好处,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由于对着电子产品
上课的时间很长，导致学生在视觉上甚是疲劳，目光长时间盯着电脑，还要用
心听课，久而久之学生们在身心和精神上都是感到十分疲劳的。对较为腼腆内向的学生而言，线
上教学带给他们的问题，也许就是遇到难题不敢开麦发言，问题和困惑就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解
决。而对于懒散怠慢的同学而言，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也许是少了在校园上课的环境和氛围，导致
拖延症或是逃避课业的问题愈发严重。
我认为，校方在线上上课的方法和决策真的比许多学校来得好，而且学生的配合度也颇高，
希望能够继续维持现在的模式。撇开疫情而言，同学们对于线上教学是已经非常厌倦和疲劳的
了，所以我代表自己和身边的朋友表示，我们是非常想回去学校上课的。以前不会珍惜，但是实
体上课是真的在各方面来说都比线上来的好，我们都非常希望疫情可以赶快退去，早日能够返校
上课，填补在校园所遗失的时光，同时也为高三的学长姐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无法在最后一年返
校上课，把握和好好享受最后的中学时光。

学生应维持自律的好习惯
吴玟萱（高一文商勇）
对于线上教学最困难的莫过于网络的吸引力，学生只要稍微不自律就会沉浸
在网际网络的世界无法自拔，间接导致荒废学业。所以我认为，学生应扮演好属
于自己的角色，督促自己维持自律的好习惯。
由于顾及时间的安排，这次的集会有许多事情都是匆匆忙忙的交代，学生可能一不留神就错
过了重要的事项，如果下次时间能更充裕或许更理想。我非常期待回校上课，在学校有学习的氛
围能让我更好的沉浸在学习中，也能逼自己去好好的学习，反而网上学习并没有同学以及老师在
身边的氛围，让自己有了片刻的松懈以及怠惰的心态，因此我希望疫情能赶快缓和。

期待与师生们“再续前缘”
黄温杰（初三廉）
我非常感谢校方能够以线上的形式和我们进行这次的集会，但由于是以线上
的形式，难免有些同学、老师或是校方会出现卡顿、延迟等情况，所以网络设备
等故障的情况仍是我们要一起面对的问题。
疫情期间，老师们得调整素材和方法以线上的形式来进行教学，虽然许多实体化的形式无法
在网课上呈现，课堂上的有趣度也可能因此而降低，不过身为学生的我们仍然必须以自律，自
觉，还有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次的网课。正所谓“学无止境”，我们学习的脚步不能因为
疫情而就此停下。
此外，我十分期待回校。现如今疫情的情况已越来越严峻，想要让疫情完全消散犹如一个天
方夜谭，所以我们还是要养成自主抗疫的好习惯。我也希望疫情缓和后，我们能够重回校园，与
各位师生们一起"再续前缘"，在校园内进行各种活动，并共同度过中学的这段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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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天文学识营

近距离观看宇宙
采访报道 | 吴伊文、陈晓琪（初三义）
为了让同学可以更了解关于天文的知识，我校天文教育推展组于7月17日（星期
五）上午9时,通过zoom平台举办了初三天文学识营，由拉曼大学张惠洁老师和天文
学会指导教练，陈伟伦老师，负责讲学与指导。
首先，张惠洁老师向同学们分享银河系的各种基本知识，包括星体表面颜色呈
蓝色温度越高，呈红色温度越低，和春夏秋冬四季所代表的星座等。接着，张老师
为同学们分享了一个名为STELLARIUM的星图软件，其功能在于真实地显现和模拟，
| 张惠洁老师

通过肉眼或天文望远镜两种视角窥探星空，亦附上了很多星座图像和相关知识。
此外，STELLARIUM还可以根据观测者所处的地点计算出与太阳、月亮或特定星
体的距离。过程中，张老师通过演示，耐心地教同学们如何操作此软体。

| 陈伟伦老师

| 张老师为同学们分享了一个名为 STELLARIUM 的星图软件。

校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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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中场休息后，陈伟伦老师便向同学分享关于天文的各种知识如：恒星的诞生、演化以及其质量判断等
等。接着，陈老师分享一个名为SPACE WEATHER的网站，网站内提供许多关于天文的时事新闻，同学们可以此
作为学习天文知识的教学工具。
当天，同学们也通过初三科学教师设计的网上学习单，检测所学的天文知识。对于疫情下的网课期间，
初三级同学仍能聆听内容如此丰富的天文讲座，且表现积极、认真听课，苏进存校长表示赞赏。他并鼓励同
学在危机下懂得继续学习的态度，是为自己增值、锻炼能耐。苏校长也感谢两位主讲老师长期对学生推动天
文教育的支持，尽心尽力规划课程，是学子之福！

加深对浩瀚星空的了解

原来太阳也有“生命”

刘玮正（初三义）

郑雪梨（初三爱）
通过这次的初三级天文营，猎户

通过这次天文营，我受

座这个知识点令我印象最深刻，因为

益匪浅，认识到了之前所未

这是我第一个了解得这么深入的星

接触过的知识，并且大开眼

座。除此之外，我觉得猎户座这个星

界。非常高兴学校举办这场

座的形状看起来很特别、很有趣，

活动，不仅可以让同学更加

也可以很容易的记起来。我也非常感谢学校举办这个

学习天文知识，也让学生与经验资深的讲师

活动，因为这个讲座让学生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这

有直接交流的机会。这场天文营令我觉得印

个浩瀚的星空，而且也可以激发学生们对天文学的兴

象深刻的是太阳原来也有生命，在最终也会

趣。这次的天文营让我学到了很多很新奇、好玩的知

死亡，在那之后整个太阳系，包括地球上所

识。从小时候开始我便乐于探寻无穷的知识浩海，所

有生物都将不复存在。

以我对星空也保持着一丝丝的好奇，也非常想要了解
一些天文学的知识，所以这个讲座就像一场及时雨，
满足了我对浩瀚星空的认识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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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初二级外宾演讲 —— “机不可失”

让父母不再担心你玩手机游戏
采访报道 | 杨心悦（初一平）、郑婕妤（初一仁）
“打游戏没有错，错的是因为打游戏而离间了与家人的关系；错的是不懂得控
制自己，为自己负责任。”
这是一个机不离手的时代，生活中无论是学习还是娱乐，都离不开电脑、手机
等电子产品。我校辅导处于6月29日（星期二）和7月13日（星期二）邀请生命线协
会谢成行政主任，分别为初一及初二级学生，谈谈当代“机不可失”的现象。
| 谢成主任

谢主任在开场时，询问在场同学是否有玩手机游戏中途被父母打扰的经历，例
如要求帮忙收衣服、帮忙领取东西，或直接要求去温习课业等，同学们纷纷表示这
样的状况经常发生。他相信，这个时候大家的心里都不好受。
但，父母究竟在担心什么呢？谢主任提出了几项可能性：

● 1. 担心孩子的健康
如今网络上已有不少关于“熬夜打游戏暴毙”的新闻，父母自然会担心孩
子的健康。担心孩子长时间对着电脑视力下降、担心孩子熬夜打游戏，睡
眠不足，最担心的是长期熬夜打游戏导致暴毙。
● 2. 担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有许多学生因为沉迷网站游戏，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游戏带给了你快
乐，自制力差的同学甚至会因为打游戏而荒废学业。父母自然不想让自己
的孩子因此荒废了学业。
● 3. 担心孩子的品行
网络上的人形形色色，年纪尚小的孩子也不太能分得清楚是非对错，极有
可能会掉入网络诈骗等陷阱。父母自然会担心孩子在网络上误交损友，导
致学坏或变得暴力。

网络游戏并不可怕
谢主任表示，他经常会告诉家长，网络游戏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可怕，若
是孩子能自我控制玩游戏的时间，玩游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认为，玩游戏不仅
能让孩子放松平时疲惫的身心，也能有趣地打发时间。在玩游戏的当儿，孩子也可
以认识新的朋友，其中还可能有国际友人，可以间接提高孩子的语言、社交、沟通
能力。

校园动态

其次，玩游戏可以锻炼合作能力，游戏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是要组员的互相配合，亦可提高专
注力与决策能力。此外，游戏也可以锻炼身体和反应能力。音乐类的游戏如钢琴键能锻炼手指、训练
反应能力，在无形中也能提高孩子的专注能力。由此可见，只要孩子能自律且合理性的分配玩游戏
的时间，玩游戏是一件不仅能纾解压力，还能训练各种能力的一件事情。家长不必如此抗拒玩孩子游
戏，只要限制好孩子的游戏时间就行了。
那么，万一孩子无法自律，家长应何做提醒呢？错误的例子就是直接终止孩子的游戏，如：关掉
网络、关掉电源等简单粗暴的行为、以及对孩子进行人身攻击，如谩骂或者指责。这样的方法明显是
行不通的，只会无形中让本就身处青春期的孩子更加叛逆。

父母与孩子达成共识
谢主任认为，正确的例子应是提醒孩子的健康，如提醒坐姿、眼睛、睡眠等等。亦或者是设定闹
钟，给孩子限定今天玩游戏的时间。提醒孩子的时候注意语气要适中，也不要一直念叨，说一次就
行。如果可以，也尽量使用“不是讲话”的方法，如贴便利贴、放小纸条等等的。当然孩子也要说到
做到，限定的时间到了就信守承诺停止游戏，唯有这样才能让家长孩子之间好好相处。
那或许会有同学想问：“我的父母不允许我玩游戏，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不担心我玩游戏？”
其实让父母不担心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孩子可以跟父母介绍你在玩的游戏并说明好处。其次，孩子要
自动自发，保证时间到就停止，或者可以设定闹钟，闹钟响之前不能打断。第三，假如途中需要帮
忙，家长不要突然关掉网络。孩子可以告诉父母玩完一局需要多久时间，不能说停就停。
另外，家长应该要抽出更多时间与孩子相处，这是很重要的。可能孩子平时爱打游戏是因为孤
独，家里人都很忙没人陪伴他。如果有了家人的陪伴，孩子应会减少一些打游戏的时间以便能和家人
在一起。
谢主任的一席演讲，具体的分析了家长与孩子之间在解决“机不离手”这个课题的矛盾关键点，
并提供了彼此可以改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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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级外宾演讲：《未来有多远》

了解规划生涯各阶段的重要性
采访报道 | 巫语暄（初三孝）、张芯颐（初三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校全体初三级学生即将面临“三连考”，即初中统考
预试、初中毕业考以及初中统考。之后，他们将告别初中生涯，开始高中生涯。为
让初三学生们更了解规划生涯的重要性，以及了解自己日后选科的方向，我校于7
月6日（星期二）下午2时举办题为《未来有多远》线上讲座会，邀请梦想力生涯教
育导师兼《梦想校园》与《梦想中国》主编.—— 林晓薇硕士主讲。
| 林晓薇硕士

活动一开始，辅导处谢广婷主任抛出一道问题：“对于自己的未来，方向是清
楚还是茫然？”让全体在线学生回答。线上许多学生纷纷表示，清楚自己未来的方
向，但也有不少同学对此感到迷茫，有些则处于两者之间。

林讲师表示，其实
很多人都会为自己的生
涯做规划，但多数因为
缺乏毅力半途而废。他
指出，世上大多人都认
为，做生涯规划的人都
是成功的人士，而很多
人也渴望以及愿意改变
不快乐、不如意且充满
问题的人生。可见生涯
规划是如此重要。

林讲师说，生涯可分为五阶段，即成长、试探、建立、维持以及退休。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生
涯，即个体性主导、无边界、万花筒、组合式、个性化以及多变化。
大约半年后，全体初三级学生将迎接高中生涯，并开始选修理科或是文商，许多学生都会为此感到迷
茫。高中之所以会有选科的设计，是让高中生能对于未来的升学与就业做出充分的准备。林讲师表示，选科
需要往兴趣、能否胜任各科目的学习、升学目标以及家长的支持等方向去思考。
他发现，许多学生在选科时，都会有错误的观念，例如：选修理科可在未来赚取更多钱、有好教师一定
能够考取好成绩、成绩较好的同学所选修的科系一定比较好、选修理科一定会拥有比文商更好的前途、男生
较适合读理科而女生较适合读文商、朋友选修哪一科自己就选修哪一科。
林讲师提醒，不要因为认为理科出路广或受同学的影响而强迫自己选修理科，进而忽略了自己的兴趣以
及能力的评估。他建议，学生慎重考虑并与家长好好沟通后，才决定自己该修读什么科系，同时也可以避免
对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后悔。
最后，他表示，做好了生涯规划，并不表示就会实现，更重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

校园动态

是时候思考与规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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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成功的社会人士
玮妲（初三廉）

沈嘉仪（初三孝）
由于我本身没有特别感兴趣

我未来的目标是能够考取佳绩

或热爱的事物，因此对于未来，

并考上优秀的大学，日后当上一位

目前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虽

成功的社会人士。对于未来，我会

然我偶尔有思考过未来的目标，但总是得不到

感到有些紧张，这是因为我担心自己在日后达不成

答案。自己一步步走向未来，我感到开心，这是

目标又或者在工作上遇到问题而无法自行解决。至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渐渐成长、思想更成

于明年进入高中，我会考虑选修文商科，这是因为

熟且更有帮助父母分担责任以及负担的能力。但

我日后想修读法律。我认为，针对这份职业，文科

是，我也难免会感到紧张，这是因为我挺担心自

相对来说会比较重要。此外，数理科由于并非是我

己无法好好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总的来说，对

的强项，所以比起理科，我会更想选修文商科。参

于自己不断走向未来，我的心情感到有些矛盾。

与了此外宾演讲，我获益良多，并且更加清楚地决

此外，明年即将进入高中，选科方面我会考虑选

定该怎么规划未来了。

择修读文商科，这是因为我对数理科并没有过多
热忱，而且我在数理科方面的成绩也不算很优
秀，因此我会比较偏向选修文商科。
参与了这场外宾演讲，我发现到了自己对于

坚信自己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廖浩汶（初三忠）

高中选科方面原来也有一些迷思。同时，我也意

未来已距离我们不遥远了，再

识到自己是时候该深入思考未来且作详细规划

过不久我即将升上高中，并开始选

了。最后，我非常感谢筹备了这场外宾演讲的老

择自己走向未来的路程了。我的目

师以及讲师的细心讲解，让我收获颇多。

标是能够考取佳绩，未来能找到一
份好工作以为社会付出，因此我决
定培养自觉自律的好习惯，并努力勤学，以让自己

选科影响未来的生活规划

前途一片光明。自小，我就常听到“未来”这两个

周仲义（初三义）

字。我常常都在好奇着未来的我会怎么样，并且向
对于未来，我的目标是希望

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甚至出国留
学，能以自己能力找到一份好工
作。渐渐走向未来的我，心情是
即紧张又充满好奇心的，未来充
满未知性，就好像我以为可以好好过初中生涯，
但却在疫情期间因无自律影响自己的生活。未来
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只能抱着摸索的心态

慢

往着自己在未来能够活在自己想要的生活里。因此
面对未来，我感到兴奋且充满了好奇心。记得两年
前刚开始中学生涯时，我还在犹豫着日后升上高中
后应该读理科还是商科，但是现在我已有了打算。
由于我在数理科方面拥有兴趣以及天赋，而且我也
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当上一位医生，通过此职业为
社会服务并回馈社会，因此我打算在不久后的高中
阶段选修理科。

慢去发掘。对于高中选科这件事我暂时还未定

参与了今天的外宾演讲，讲师的其中一句名句

论，可能会等到统考后才决定自己适合哪一科。

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印象中，即“凡走过必留下痕

参与了今天的外宾演讲，我认为，选科很重
要，它会直接的影响未来生活规划。我们必须慎
重的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有了明确的目标才
去做选择。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林晓薇硕士的分
享，让我对选科这事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并且受
益良多！

迹；凡奋斗必经历成长”。只有奋斗过了，成长程
中才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此外，我也了解到了只
要自己拥有了无限的力量，自己就是生活中能够创
造自己理想生活的强大创造者。我们应该相信自己
的直觉，并坚信自己总能做出明智的决定，以及专
注且充满热情在于自己的目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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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级备考讲座

狭缝求存 . 逆流而上 不怕慢 只怕站
采访报道 | 李筱心（初三平）、陈玮铃（初三廉） 、刘宇恩（初三廉）
为了帮助初三学生能够有效备考，初三级联学生自治会于7月13日（星期二）下
午2时，举办初三级备考讲座，邀请夏子晴（高一理孝）、苏宇晟（高一理义）、叶
秉勋（高一理爱）、邱婕妤（高一理忠）及陈宇昇（高一理仁）同学分享备考方法。
子晴同学提到，若对备考毫无头绪，可以先寻找动力或从自己感兴趣的科目开
始。子晴同学建议营造一个自己认为舒适的学习环境、准备好学习工具及资料、把
| 夏子晴

手机调至静音或放在较远的地方、给自己一点鼓励及学习内容上的切换，避免同一
科目的备考时间过长。
时间规划方面，子晴同学建议计划好要复习的科目，并分配好休息与学习的时
间，可以使用番茄工作法，即工作25分钟，休息5分钟安排世界。此外，她也呼吁
同学们上课时一定要认真。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 苏宇晟

“一个人也许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宇晟、秉勋、婕妤及宇昇同学根据自身经验，分享了小组备考的流程及方法。
他们从准备工作、总结笔记、线上备考、最后整备及最终的决战统考，分享了整个
的备考流程。
准备工作方面从组织小组开始，在云端上开设备考文件夹以便放入课外习题、
笔记、历届考题、考试纲要等。首先，建议将一个科目分成几个部分，再分配组员
们整理总结笔记。例如历史科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小节进行整理：事件简介、历史大

| 叶秉勋

事件时间轴、常考的简答题题目、历史人物出现的年代事件及贡献等；华文科则是
把三年的成语和名句精华整理出来；地理科和历史科的作答题可以根据历年考题以
简洁明了的方式整理。若工作量太大，可进行组别合并，以增加团队效益。完成整
理及验收笔记工作后，便开始研究与理解考纲，了解考试重点。
线上备考方面，他们建议同学们做计划备考科目，如组织Google Classroom做
额外练习题、讲义及分享资料。整理好问题后,分享人建议同学们以一个班级为单
位邀请老师透过网络平台为同学们解惑。除备考外，同学们也需安排缓冲期。在这

| 邱婕妤

段缓冲期内所有的学习活动与作业都暂时放下，完全放松及休息自己，让自己接下
来能够在无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备考。
最后整备时，同学们可以整理所有考题档案，并且分析各个考试注重的部分，
了解历年常考的题目，缩小复习范围。他们建议，同学们在整理时把答案和试题分
开，以免对答案产生依赖。此外，命名档案可以避免错误分类而导致在备考时影响
效率。

| 陈宇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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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环节

问：怎样才可以轻松上阵考试？
答：理解内容，不死记硬背，温习和自习下功夫，不紧张发挥最好的状态。

问：有备考的心，可是很懒惰怎么办？
答：定下目标适时给自己动力，读的时候要完全专注，建议和朋友一起复习备考。

问：情绪波动大影响备考效率怎么办？
答：情绪无好坏之分，即使让我们不舒服的情绪，它都有其正面的价值和意义。例
如，考试前的紧张，让我们努力复习；焦虑，让我们为将来未雨绸缪。面对同一个
情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觉察及应对情绪带给我们的
意义。适当的情绪，不仅给我们力量，也驱使我们奋力前行。

备考福利包

分享人推荐的 APP

1.专注清单

2.Google
Task

懒人包 ~ 备考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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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组织

●

准备工作

●

实际行动

●

验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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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想对初三学弟妹说的话

夏
子晴

坚持的人不一定会成功；
放弃的人一定不会成功。
统考加油！

经过火的洗礼，泥巴也会含有坚强的体魄。
初三生，
勇敢接受三联考的洗礼，
成就更美好的自己！

叶
秉勋

苏
宇晟

清楚自己的目标最重要,先努力一回，达到与否就
不重要了。
瞄准月亮，即使射不到，也能捕获旁边的星星。
统考加油，大家加油。

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的人生也只有一次。
为什么不趁自己还年轻去为属于自己的人生奋斗
呢？更何况你们才初三，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
要你们一步一脚印走完，也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向你们走来。若那么早就放弃自己的话，那岂不
是很不值得？最后，希望自己可以与各位一起努
力，一起奋斗！三联考加油！

邱
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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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巨大的责任与期望
郑健宇（初三廉、级联副主席兼论坛主持人）
筹办这次的论坛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这是我第一次筹办那么大型的活动，
第一次需仔细考虑每一个小细节与第一次感受到肩上背负着巨大的责任与期望。
一开始我也非常担心自己会搞砸，但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我渐渐调整了自己的心
态，做事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后来的筹备过程我都非常乐在其中。其中，我和钿沁（主席兼主持
人）从初识时的陌生到如今对彼此感到熟悉，且培养了一定的默契，是最让我感到惊喜的。
另外，老师们的协助绝对是这场论坛成功举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我要再次感谢帮助过我的
老师们，感谢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一一解答我的疑惑。我也很感谢有钿沁这位有能力又积极的
队友，以及几个月前勇敢去竞争副主席这个职位的自己。
以上所有对几个月前的我来说，都是充满着未知且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经历过
许多迷茫与挫折，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挺过来了！

一切都是值得的
夏子晴（高一理孝、分享人）
在五月尾时，老师有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和初三的同学们分享一些我平时的备考方
法。由于我属于比较害怕大型场面的人，所以我当时是比较被动的，不过后来也陆续
找来了去年的几位同学来一起准备这个备考的分享，因此感到踏实多了，也很庆幸没
有错失这个难得的分享机会。
之后，我们也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线上讨论才完成了整个分享内容与策划。过程中也非常感谢老师
们的建议与协助。当然，这次会想要与学弟妹们进行分享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
备考方法。
在分享的时候我比预期还要紧张，特别是在提问的时候因系统设置导致同学无法开麦回答的那一
刻，不过好在后来也有慢慢调整过来，渐渐的就没有一开始那么紧张了。在整个环节的最后看到老师
制作的感谢状影片时以及同学们在回馈表中的回馈时，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整体而言，我觉得是还挺顺利且圆满的。

喜获备考动力
洪嘉盛（初三平）
由于觉得初三统考只是一个考试而已，所以以前的我根本没有备考的打算。但在
我聆听讲座的过程中，其中一位学长所提出的观点让我产生了共鸣。他说，他在初三
时也和我一样觉得初三统考不重要，但他心想这次的统考代表着初中三年的一个总
结，那为什么不努力取得好成绩呢？听了这番话的我不禁陷入了沉思，想起了我在入学时的目标就是
把握每次机会，对于每件事情都要全力以赴，那我就更不该因为一时的懒惰，而辜负了我三年来的所
有努力。于是，我默默地放下了我的手机，拿起了笔记，记录了一些备考的方法。
这次的讲座让我获得了备考的动力，也让我学习到了备考的方法及了解到统考的意义。讲座后，
我花时间制作了我的短假备考时间表，也同时整理了初一初二的所有笔记。希望未来的我能专心备
考，统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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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一理科·你问我答” 分享会
供稿 | 李钧皓老师

我校辅导处于6月28日（星期一）举办了”高一理科·你问我答“分享会，
邀请三位毕业的校友，分别是陈胜业学长、李钧皓学长和陈彦霏学姐，为高一理
科生分享他们的高中生涯以及学习历程。
分享会以问答的方式进行。为此，辅导处在活动前收集了高一理科生的疑
问，也开放现场的提问，由三位校友轮番分享。部分问答整理如下：
| 陈胜业学长

Q1. 请问学长姐有什么方法帮助凝聚班上同学间的关系吗？
胜业学长：【 仰赖学生与康乐的带动】
回想去年辅导课时的才艺表演，班上各位同学有的跳舞、有的唱歌，还有同学通
过搞笑方式介绍班导师和全班同学。因此，我认为，班上的团结有赖于全部学生
的配合和康乐的带动。

| 李钧皓学长

Q2. 在交朋友，有些人是主动的、有些人是被动的，请问你怎么看？
钧皓学长：【在关系中觉得舒服即可】
我在有些场合会偏主动，有些则会偏被动，主动与被动取决于自己能否融入该场
合。在人际关系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自己处于舒服的状态即可。

彦霏学姐：【保持互助的心】
我在人际方面多以独处为主。需要组队时，也都可以顺利聚来组员。交际方式，
因人而异，而以一颗互助的心与人交际是我一向的心态。
| 陈彦霏学姐

Q3.

去年行动管制如何维系同学之间的关系？

钧皓学长：【下课不下线】

Q
&
A

回想去年，会和一帮朋友在下课后依然在线上学习，因此建议可以采取“下课不
下线”的模式，大家在课后依然在线上讨论功课或分享生活乐事，除了可以增进
彼此感情也可发挥“生生互助小组”的功能。

Q4.

对于交男女朋友，请问你们有何想法？

胜业学长：【认真、责任、共同进步】
我认为，要进入一段感情，需要非常认真，更应该同时对学业与感情付上应有的
责任，不可顾此失彼。且应该要找一个可以与自己共同进步的伴侣。因此在经过
深思熟虑后，我认为，应以学业为重，所以没有交女朋友。

校园动态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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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未来的目标，对未来没有方向，怎么办？

胜业学长：【搜集资料】
我会通过日常生活筛选自己感兴趣的科系，之后再上网搜寻各科资料来决定自己想读的科系。我
认为，要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可以从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稳定的收入下手。

钧皓学长：【利用已有的平台，进行探索和自我审视】
我在高一的阶段也对未来颇感迷茫。然，我积极地参加各种领域的比赛、论坛和讲座，通过这些
活动对内心的审视，进而排除了自己不喜欢或不擅长的领域，找到了一个确切的方向。因此，鼓
励同学们与其空想，不如主动探索和发掘。

Q6. 如何让自己上网课时不懒惰、更专注、更有动力?
钧皓学长：【制造学习仪式感】
我会给自己制造仪式感，例如泡杯饮料或者更换学习的环境，告诉自己是时候好好学习了。并
且，要把读书和休息的空间做区分，不建议在平时休息的空间读书。

Q7.

笔记重要吗？分享你们如何整理笔记及其帮助。

胜业学长：【放慢学习速度，帮助复习】
笔记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要。做笔记是让自己放慢学习的速度，可以让我重新审视所有的知识点，
有助于发现在之前学习时遗漏的细节。对于生物课科，我习惯将整个章节的内容浓缩进一张A4纸
里，可以在考前和测验前迅速复习。

钧皓学长：【不同记笔记的方式适于不同科目】
笔记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我的笔记主要分成三种，其一课堂笔记，一般用于数学，会在上课时和
老师同步操作解题。其二，是课后笔记，一般用于生物，即在课后经过复习通过回忆的方式，把
自己学过过的内容写在笔记上。其三，课堂与课后笔记，即以上二者的结合。

彦霏学姐：【笔记整理是建立在阅读课本的基础上】
我发现有些同学懒得阅读课本内容, 直奔笔记PPT，这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知识的原始概念都在
课本里，只需阅读就能够收获相对完整的大概念。再通过整合萃取整理成笔记，才是有意义的课
后笔记，这样便不会觉得自己在浪费"独抄笔记"的光阴。

Q8.

什么是学习的意义？

彦霏学姐：【用心地投入现在本分的学习，已默默让你成长!】
想想，以后有人会问你细胞的分化是什么吗?
虽然好多你现在所学所考的知识不会在未来的工作上被应用，但中学阶段之所以要学习是因为它
正考验着，建立着你

"学习的方法"。例如读题能力，生物化学科的融会贯通能力，物理科的形

象化思维 ，数学的逻辑思维及耐性考验，甚至人际沟通和与纪律管理能力。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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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测验成绩不理想，感到挫败如何是好？

胜业学长：【标记错题，从失败中学习】
在遇到数学测验遇到挫折时，我会反省自己在这一章的准备和学习方式上的缺
点，以免在之后的章节再犯错。除此之外，他也会将这一章遇到的难题或难以理解
的部分标记起来，以便在应付期末考和高三备考时能迅速意识到需要加强的地方。

钧皓学长：【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突破瓶颈】
我自己也曾经因为物理而感到挫败过，但是建议各位不要让自己长期陷入挫败感
中，应该积极改变学习方式。我在高一的每次测验都会改变一种学习方式，通过
测验分数高低作为回馈，借此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彦霏学姐：【反省并寻求帮助】:
在高三预考时，数学击溃了我。首先，要给自己时间整理因挫败感而涌现的种种
情绪。通过自我反省，重新设定方向后，借此面对它。

这时你需要寻找旁人的

帮助。所幸当时有数学老师的协助，还有找了补习老师，让学习回归正道。

Q10.

遇到无法解答的题目或读不下去时，如何避免或舒缓焦虑？

胜业学长：【暂时抽离】
我会选择离开当下的环境，睡一觉或离开座位走动，之后再重新思考题目。至于
对无法解答的题目，我认为，可以结合题目里出现的条件思考可以运用哪些公
式，这有助于大大提升解题效率。

Q11.

三位学长姐未来将念的科系是什么，怎么知道自己要读的是什么？

胜业学长：将进修国际关系系。我曾去升学与国际事务处咨询老师，在确定原
本选择的科系不适合自己之后便继续上网搜索各科资料，最后因为对国际关系的
课程感兴趣而决定就读。

钧皓学长：我希望自己可以拥有更多的国际视野，可以以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各
种发生的现象，故选择国际关系。

彦霏学姐：比较直接，想助人，故我选择了医科此路。

Q12.

Q
&
A

三位学长姐想要对高一理科生说的话。

胜业学长：WORK HARD, WORK SMART
钧皓学长：【一分耕耘，一份收获】
我自认高中生涯贯穿着“一分耕耘，一份收获”。我认为，学习与天赋无关，只
要肯努力去改变、突破，并且探索，必然会有丰硕的收获。

彦霏学姐：
一，成功不在于过去的辉煌，而是当下对当下事的决心与执行。
二，MCO期间， 除了学业，也好好静下心，看看、听听这个世界的需要。活出这
四面墙，活出你的电话屏幕!

校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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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外宾演讲：抗郁与抗虑

带着你的苦难，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供稿 | 辅导处
新冠疫情陷入不确定性，关于疫情大流行的的新闻从不间断，学习上的调整、
人际互动的改变等，不知宅在家的这些日子，你还好吗？悲伤、忧郁、害怕和焦
虑，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着的不同情绪，不知与你共处得如何？
5月27日（星期四）及6月15日（星期二）我校辅导处举办《抗郁与抗虑》线上
外宾演讲，邀请马来西亚注册心理辅导师、美国BCI国际脑波指导师陈汉维硕士，
为全体高二学生分享忧郁和焦虑的课题。
陈讲师说，很常会出现忧郁情绪的人，是过度执着于过去无法改变的事，例
如对于发生过的事无法释怀、难以原谅自己或者他人，抑或出现“想当年”、“早
知道”、“当初如果我 ...... ”的思想。而常常出现焦虑情绪的人，则会过度担心
无法预知的未来，脑海中频密出现“会不会 ...... ”、“我绝不会 ...... ”、“万
一......”、“假如......”等，进而产生担心、害怕、紧张、压力、无助、无法掌
控等情绪。
面对忧郁和焦虑，如何判断是可以自行调适的情绪，还是需要获得帮助的心理
问题呢？生活中偶尔出现忧郁和焦虑情绪，是属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都会有情
绪，这正是人类特殊功能。忧郁、焦虑情绪不同于忧郁症和焦虑症。情绪是正常且
短暂的反应，它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
然而，忧郁症和焦虑症患者的情绪则不会因时间变化而发生正向的改变，若是
无视早期的症状，患者的情况很有可能会持续恶化，包括长期感到焦虑不安、易
怒、忧郁、悲伤、空虚、毫无价值感等情绪。若情绪持续时间超出正常范围，甚至
会影响自己的生活，无法发挥正常的生活功能（如：没有胃口、失眠、失去学习动力）。

| 图片显示忧郁症和焦虑症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症状，重叠处表示两者之间存有共同
点，如食欲或者体重、睡眠模式的变化便是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类似症状。

| 陈汉维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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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处在忧郁或焦虑的情绪里，且没有获得到适当的帮助，情况得不到改善，在学习、人际交往等，都会
受到负面影响。陈讲师说，处于忧郁或焦虑状态的人，其实不是“他”不想开心，而是“他”没办法开心；其
实不是“他”不想放下心，而是“他”无法不担心，他们都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思绪，因为“大脑生病了”！
所以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似乎长期处于忧郁或焦虑的状态，请给予自己或者对方耐心和机会，更重要
的是求助，厘清自己的状态。这就像你感冒时，会去挂号看医生，大脑生病了，我们也向专业的人士，如精
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师、辅导员求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高焦虑症、抑郁症治愈率的关键。

那我可以如何抗郁与抗虑？
“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不要想那只大象带着黑色框
的眼镜！”当告诉自己不要的时候，请问脑袋出现的是什
么画面？这些情况总结来看，就是理智上觉得自己不应该
如何，但实际情况却往往于此相反，大脑和思维会越加控
制不住地去做，这就是抑制反弹效应。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一个人每天产生约60,000个想法，而超过70%都是消极的想法，越是压抑或想要努力
的去忘记，将一些想法推回思想的“背面”，这种方式不仅是毫无帮助，而且会使得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
面对大脑的消极想法，可以怎么帮助自己？答案就是练习干预大脑的思维！透过以下六个步骤，可以帮助自
己卷入过分忧郁和焦虑的漩涡下。这些方法有效帮助自己逐渐抽离忧郁和焦虑情绪。

关注
当下

接纳

认知
解离

观察
自我

价值
观

承诺
行动

关注当下（唯有静下来，才能改变）:干预大脑的思考模
式，练习觉知当下的情境与身心状态是第一步。过程中，不对觉
察做任何评价，而是也完全接受它。比如，感觉到自己的腰椎酸
痛，无需深入思考是不是腰椎出现问题，只要觉察自己身体痛，
那就足够了。吃饭的时候，无需批判菜肴的味道或者卖相等，只
是需要专注品尝，专注吃饭就足够了，无需分析盐放多了，还是
辣椒放少了。

接纳情绪 : 当静下来，觉察到自己有种情绪，接受自己的情绪，无需抵抗。陈讲师认为，“男儿流血不流泪”
这思想是不正确的！因为情绪不能无视，需允许情绪的来去，不与其奋战！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情绪，无论是正
面还是负面情绪。唯有接纳自己的负向情绪，才能帮助自己学习新的正向情绪。
认知解离: 试着自己从情绪中抽离。把情绪当成空中的云朵，告诉自己云朵会朝我飘过来，自然也会飘远去，
将自我从负面情绪中分离，客观地注视情绪与思想活动，将思想看作是语言和文字本身，而不是自认为它所
代表的意义，不被自己受其控制，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把自己抽出来，从第三者的角度看待事件。
观察自我、价值观和承诺行动: 觉察自己帮助关注自己真实的经验，促进认知解离和接纳。价值观帮助自己发
现什么对自己而言是真正重要的，是自己整体的、向往的和所选择的生活方向。生活没有动力的时候，不妨
问问自己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方向？想要怎样的生活？生命要活出怎样的意义？承诺行动则是
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然后付诸行动执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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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边的朋友或家人遇上心理健康的困扰，学习陪伴是一条漫长的路程。因
此，陈硕士嘱咐，同学们在照顾别人之前，照顾者更需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心
灵。许多时候，沉默也是陪伴的一门学问。有些话或许自己觉得是道理，但是听在
他人耳里，也许是再度的伤害。陈硕士特别提醒，若是不晓得怎么回应，也许可以
选择默默聆听，点点头，不做太多的回应。

| 倘若走在生命的路上时，你遇上生命的难题，似乎阻
止你往前行，你会怎么做？

| 其实你有选择，你也可以带着你的苦难创造更美好的
生活！

| 谁才是生命的司机？若你是司机，你会让病苦、情绪和
想法左右你吗？还是你更愿意接受它们的存在，并于他
们共处，最后带着他们给你的精华继续你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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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阅读读书会 ：《那山那人那狗》电影赏析

谢锡福副校长：安静的力量
采访报道 | 洪可盈（高一理仁）、曾钰晴（高二文商和）
我校“爱阅读读书会”于7月16日（星期五）晚上8时通过ZOOM平台，主办由彭见
明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那山那人那狗》电影赏析，并由谢锡福副校长分享，邝美
玉老师主持。这电影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曲折迷离的故事；既没有耸动的政
治批判，也没有刺激的社会黑暗的揭发，更没有侠义的决斗和宏大理想的实践。
它只是不断让你看到宛如一幅幅青绿山水般的乡野风光。
| 谢锡福副校长

电影故事简介
读书会先让观众观赏长达一小时半的电影后，再进行赏析。电影讲述在20世纪30
年代初期中国湖南的西部山区，一名山里的邮差让儿子继承工作的故事。父亲怕儿子
不熟山路，就带着他走一趟三天两夜的乡邮员旅程。在这三天两夜的陪伴与促膝谈心
下，父子二人逐渐拆解之间的心结，从对对方的刻板印象和误解中脱离，感受到对方
的温柔、爱与成长，是一个爱的重新发现与理解的历程。谢副校长认为，这部电影要
注意人与人(主要是父子)之间的互动、肢体语言、人与狗的互动，导演的镜头时而用
父亲的视角，时而用儿子的视角，以表达两人不同的心思。

谢副校长表示，对于不习惯看这类电影的观众，可能会在观赏电影时较难找到
重点。事实上，每一个画面都蕴含着很多让人感触的点，会在无意间触动到观众们的
心弦。他认为，电影中孩子背着父亲渡溪的情节，是其中一个导演花了很大心思设计
的一幕，当儿子背得动爸爸，象征着孩子长大了，父亲也老了。虽然导演没明说这一
点，但却用了很鲜明的画面，对比出渡溪前后儿子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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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一个信念
这部电影牵涉了职业、工作与生涯的区别。谢副校长表示，一份工作无论高低贵贱，都无法
决定自己是否值得被尊敬，唯独爱才会。“打一份工糊一口饭，是平常人生，但爱你的工作，献
身于一份事业，坚守一个信念，才会赢得爱和尊敬”，日本人将其称为匠人精神。把一份工作当
一份事业来做，这份工作就有了生命，有了生命就有了责任。他以电影的情节为例，当两父子渡
溪后在一个长廊休息，一阵大风把信吹散了。尽管身负脚伤，爸爸在这个时候健步如飞地打算把
信接住，将信捡回来。这一幕表达了“做一件事，终一件事” ，负起责任就是一种爱的体现。

安静的力量
谢副校长也提到，整部电影里“喜、怒、哀、乐”都有出现，其中“怒”的成分却是最少。
唯一一个发怒的画面，是儿子在途中看不见父亲，因而放下装满信的邮包去寻找，而被父亲责骂
没看管好邮包。但这唯一的“怒”，却是从儿子心里的自白说出的，并没有在电影中呈现“怒”
的画面。谢副认为，导演是想营造出向内的、自我省视的“安静的力量”。他表示，我们处在一
个纵声喧哗的年代，在疫情严峻的当儿，人心逐渐浮躁。在这非常时期，每个人更应该利用闲
暇时光培养内在自省的、安静的力量。无论是静下心来观看富有内在力量的一部电影或是一本小
说，都是很重要的能力与修养。
电影尾声，父子俩在一个空间较大，类似“客栈”的地方休息。两人脚泡在热水桶里，睡
在同一张床上闲聊，儿子句句话都在交代父亲该做和不该做的事。偶尔以”威胁“的口吻嘱咐父
亲，如果父亲不按自己的话行事，无论出了什么事，千万不要找他。这证明儿子长大了，已经会
独立思考，甚至有能力保护父亲。
当天，邝美玉老师在赏析会的最后，分享以自己的观后感而创作的诗——《静候》：“忠心
耿耿乡邮员，奔走青山绿水间。子背慈父灵犬领，老安少怀朋友信。”

《静候》“忠心耿耿乡邮员，奔走青山绿水间。
子背慈父灵犬领，老安少怀朋友信。”

父爱细无声
蔡佩颖（高一理忠）
我是通过学校邮箱得知这场活动的，感觉线上观影是一次新奇的体验就报名了。看完电
影后，认为电影主要表达上一辈劳动人的传承和父子之间难以表达的爱。比起表达情感的戏
份，儿子和爸爸一起走山路的场景以及山清水秀的风景更为吸引，同时也带出了一种父子日
常的独特相处模式，感受到父子间细水流长、不张扬的情感。
我认为，爸爸坚持让儿子继承邮差这份工作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邮差，知道山里的人是需要他的，所
以即使老了也要有人将这份工作继承下去。此外，从儿子听到爸爸淌过冰冷的溪水而露出激动担忧的神情以
及父子俩的日常，充分表现出了父子二人表达爱的方式。俗话说，甜言蜜语永远比不了实际行动。
我很喜欢此次的分享会，唯有不足的是播放电影的前半段出现卡顿，因此多多少少影响了观感，但整体而
言谢锡福副校长对《那山那人那狗》的讲解非常到位，让我得以更了解这部电影想要传达的讯息，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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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每一份职业
洪日杰（初一智）
一开始得知这个活动是在谷歌邮箱收到我校《爱阅读电子报》发来的邮件。当时的我心
里想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就去看看吧！一直以来，我的写作能力都非常普通。参加
这次由谢锡福副校长主讲的电影解析，主要是感兴趣，而且老师也非常推荐我们参加此次读
书会，以便提高自身的写作能力。
看完了电影之后，我认为最精彩、最感动我的地方，在于儿子和父亲急匆匆地拾捡被风吹走的信件。这
一幕非常打动我，因为这表现出了他们身为一名邮差的责任感和对自身职业的认可。我认为，父亲坚持让儿
子继承其邮差这份工作，并不是为了羞辱自己的儿子。反之，父亲非常重视自己的职业，认为只有儿子继承
自己邮差这份工作才能让他放心。电影里，父子俩一路的相互扶持中表现出了对彼此的爱，同时也化解了二
人之间的误解。
我认为，这部电影里想要表达的是父爱。父亲虽然忙碌，但不代表他不爱自己的儿子，他仍会担心儿子
的安危。我非常同意谢副校长所说，也是我在观看电影时未曾发现的，“儿子是老大，狗儿是老二，表现了
二者的地位。”儿子是老大，是父亲最重视和最爱的。但狗儿是老二，也表明了狗儿不再只是动物，是家里
的一份子。
通过这次讲座，我学到了父亲和孩子，甚至是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包容和体谅，才能使一段关系更加地
和谐美好。这次讲座没什么需要改进的，只是电影播放的前半段会有点卡顿，影响了观感。但是主讲人会耐
心回答每一个问题，我觉得这点非常好。

人与人的相处应从理解开始
林惠雯（高二文商勇）
我是从陈胜耀老师的面子书帖子得知这场讲座，被讲座的海报和主题所吸引，就参加
了。电影里有一幕是五婆收到信，露出了激动和欣喜的表情，当儿子读起信件，五婆说就像
听见了孙子的声音。那一刻，我感受到满满的感触，也想起了多日未见远在异乡的外婆。
我认为，爸爸坚持让儿子继承邮差的工作，是因为他深知自己走的路是艰辛的，也是份没人可以承担的
责任，所以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传承。此外，由于父亲常年送信无法陪在孩子身边，儿子从一开始的不理
解，到后来愿意付诸行动替父亲接棒，甚至在渡溪时主动背起爸爸。无声胜有声，父子间的隔阂就这样打通
了，儿子逐渐理解爸爸，爸爸也看到了儿子的成长。另外，在走油路和给五婆念信的情节，我更赞同儿子的
为人处事。儿子从一开始的无助到后来渐渐知道该怎么做，也看到了父亲另一面，说明他是个非常懂得相处
且深知父亲用意的好儿子。
我觉得，这部电影主要表达邮差这份职业的传承以及淳朴的大山风情，从中流露出强烈的风土民情及父
子情感。父亲在儿子面前表现自己的高大，说明自己还没老，而儿子在父亲面前的强大和逞强，证明自己已
经长大成人。父子间的关系就这样升温，这是个微妙又很特别的感觉。通过这次讲座，我领悟到原来父亲给
予孩子的爱可以如此细腻和温暖，打破父亲一贯的威严形象。
最后，非常感谢谢副校长的分享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和老师们的筹备，也期待下一场分享会可以收获更
多，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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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与作家的心路历程
林殷敏学姐分享会
报道 | 林婕婷（高二文商平）、杨育梅（初二勇）

以《她们承载的重量，请小心轻

举声援牌。她认为，这是一种实践公

放》获得《2020第十届全球华文文学

民教育的好机会，但这样的场景为何

星云奖》报道文学首奖的林殷敏学姐

不曾在我国出现？另外，在参观韩国

（2012年毕业生），于6月18日（星期

的战争与女性人权博物馆后，看见慰

五）晚上8时，受我校大众传播出版组

安妇身心灵承受巨大的煎熬与伤痛、

的邀请，透过线上为师生分享身为一

经历的种种遭遇，让她坚信，历史或

位记者兼作家的心路历程。

许可以被原谅，但不能被遗忘。

殷敏学姐说，这篇作品的写作灵
感，源于2018年参与了一场有关于和
平与女性人权的讲座，讨论的议题包
括了二战时期的慰安妇。自此，她便
开始对慰安妇这个课题产生兴趣，更
在2019年时飞往韩国参与声援慰安妇的
活动，开始了这段报道文学创作之路。

文字叙述的纪录片

慰安妇：我国集体遗失的记忆
在了解了各国如何看待慰安妇争
议后，殷敏学姐将创作焦点拉回到我
国。当她尝试拼凑日本殖时期的慰安
妇历史时，却发现这段历史是我国集
体的空白记忆。她形容，慰安妇议题
在我国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是一
段人们集体遗失的记忆。

殷敏学姐引用马华作家许欲全先

殷敏学姐曾尝试从不同的管道，

生为报道文学所下的注解：“报道文

寻找我国幸存的慰安妇，却发现没有

学是用文字叙述的纪录片。”解释报

多少人愿意提起这段历史，也感概没

道文学其实和纪录片一样，记录最真

有学者针对这项议题作出任何探究。

实的人事物，差别只在纪录片是透过

她认为，慰安妇的历史在我国是一个

影像，将真人真事的画面呈现给大

看似已无法填补的缺口，但如果历史

众；报道文学则是用最真实的文字，

是个借鉴，现今社会仍然存在人口贩

去叙述社会的现象。

卖的问题，是否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她说，报道文学最大的特色，在
于以时事课题当作题材的同时，也包
含了文学的写作手法。但报道文学的
创作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且内
容皆可供人查证，不似电影般可凭空
构造。
在这篇得奖作品的创作过程中，
殷敏学姐有了许多的反思。例如在韩
国时，她看见教师带领着一群小学生
参与声援慰安妇，现场席地而坐并手

| 林殷敏学姐

记者不是想象中易当

| 《 岁 月 》2020 年 第 十
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
奖 - 报导文学得奖作
品集

也是《星洲日报》普通组记者的
殷敏学姐，当天也分享了自己采访和
写稿的经验。她说，普通组的采访路
线大多数皆属政治和教育类，例如首
相或部长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等，有
时也须要采访法庭的审判新闻。
她说，记者的工作并不是大家想
象中简单，三语能力尤其重要，除了

| 人物专访：报道文学奖
得主——林殷敏校友
2021 年 1 月号 （Pg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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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和写报道之余，很多时候还需要翻译文告。到现场采访之前，记者也要花时间了解相关的议
题，以便清楚时间的发生。另外，在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势之下，记者也要进行影片剪辑或在采访
现场开启直播，为读者做最即时的报道，挑战非常大。
对于网络上有许多读者批评部分记者报道无意义的新闻、抨击媒体胡乱下标、炒作新闻等的
现象，殷敏学姐认为，很多时候读者对谋篇报道的解读，与记者报道的出发点相差甚远。起初，
看见自己用了心思采访与写作的报道被读者批评，心里会非常难过，偶尔也会跟家人诉苦。久而
久之，也懂得如何调适心情。

殷敏学姐采访前后的工作安排：
采访前

采访中

采访后

● 做功课：了解受访者/事件

● 聆听受访者的答案，适时可

● 听打逐字稿

背景

以作出进一步的询问

● 找到合适的受访者（各领域

● 录音并记录重点

的专家）
● 拟定访纲
● 联系约访
● 若受访者需要，寄一份访纲

● 整理重点
● 写稿
● 偶尔需要剪辑采访影片

校园动态

科技让人们更了解世界
陈慧珊（高二文商义）
这场分享会让我收获满满。从中，我发现记者这份工作可以让大众更加了解社会的
不同面貌。尤其是疫情下，可以让许多只能宅在家的人，更了解外面的世界。我觉得，
生于这个时代的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有了先进的科技，各种资讯可以无界限地传递给每
个人。我们因此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报道、书籍、电影等、视频等，从中更好地了解这个
世界的全面貌。
殷敏学姐在分享自己撰写有关慰安妇的报道文学时，其中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历史可以被原
谅，但不可以被遗忘。”因此，资讯的传播是很重要的。能够透过文字,把历史以及以及一些不被发现的
社会现象写出来让大众发现和反思，让社会记住历史的教训，能够让人类不重蹈覆辙，使世界进步。
学姐的分享体现了她生活的多姿多彩。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有能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是我
未来向往的一种生活。听了学姐的分享后，我对未来的自己也有了一些思考和规划，未来的我是否也
会像学姐一样有所成就，为社会贡献，而且在说起自己的工作时能够滔滔不绝，眼睛里闪放着光芒。高
二的我，感觉到未来在向我招手，面对未来的未知数，我还是有感到迷茫、害怕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
期，我还是在不断了解自己，去发现自己适合怎样的工作性质，而我的使命又是什么。
虽然现在在学会里，也会接触到采访和写稿的工作，但是透过学姐的分享，我发现这些在学校可以
接触到的，出社会后会变得更有挑战性，比如采访对象的多样化、写稿时间的紧凑感以及写稿量的增
加、要有很强的语言能力等。虽然挑战性增大，但我认为，成就感及使命感是随之增加的。而且我发现
能够把资讯传递给大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总的来说，我发现记者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反而是
具挑战性及趣味性的，曾经在初一把记者当成志愿的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志愿已经逐渐被“
遗弃”，我似乎已经忘记记者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虽然未来可能不会选择成为记者，但可能会成为资讯
的传播者，透过网络、电影、书籍等，把我想传达的，传达给大众，给予大众的思想养分，让社会更进步。

更了解报道文学的文体
巫语暄（初三孝）
印象中，自己曾经读过报道文学，却对此文体毫无了解。参与了这场分享会后，我
了解到了报导文学原来是指一种以文学手法反映出生活中真人真事的文体，其中包含了
新闻报道以及文学写作手法。除此之外，此文体不允许凭空虚构故事，而必须根据事实
撰写。当学姐分享了自己在三年内撰写个人文学作品的经历以及作品的内容摘要等，我除
了钦佩学姐付出的许多努力，也了解到了“慰安妇”的定义以及慰安妇受害者的遭遇。
另外，我了解到，原来在报馆（例如：星洲日报）内的记者可分成多个组别，例如普通组、国际
组、副刊组、意外组等等。报馆内的记者进行采访前、中、后的工作，其实和我们学会进行校园采访报
道的时候是大致上一样的，都必须做足准备工作、聆听受访者的回复以及在有需要的时候进一步询问、
在写稿的时候把重点整理出来等。此外，我也发觉到了其实在报馆内工作，远远比我们在出版组工作会
来得更辛苦更压力一些，就好比如我们在出版组学会的写稿期限为3天，但是报馆内的记者有时候必须在
更短更紧迫的时间内就把稿件写好。
虽然如此，但是记者这份工作还是能够让人获益良多。听了学姐述说自己当记者的所有经历和感
想，更加深我想继续留在出版组（一直到高中毕业）的决心。记得去年刚开始加入出版组，第一次进行
采访时，由于遇到了一些挫折，因此感到自卑而有点想离开出版组，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别放弃，并且
积极努力一些，目前成功坚持了下去。我的目标为留在出版组一直到高中毕业离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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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疫情所带来的心理影响
采访报道 | 陈芷妤（高二文商礼）、陈欣蜜（高二文商平）
疫情的残酷使人们的生活常态被无情地打乱它不仅改变了生活上的大小事物，也
对人们的心理层面的影响甚大。
7月22日（星期四）上午9时30分，我校辅导处与马来西亚雷丁大学透过ZOOM平
台联合举办以“拥抱生命”系列的第一场讲座——“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Pandemic”，并有幸邀请到了雷丁大学的心理学讲师 Mohammad Izzat Morshidi先生
作为主讲人。当天共有155名老师、家长及学生参与。
| Mohammad
Izzat Morshidi
讲师

主讲人开场以搜集听众对于“心理学”（Psychology）的了解作为铺垫，大部
分听众皆认为“心理学”即“心理健康”之意。他表示，大众经常将“心理学”误解
为“读心术”或是、“负责看顾精神病患者”等的刻板印象。其实，“心理学”是对
人类思维、大脑以及行为的科学研究。
Izzat讲师将本场讲座的重点，围绕着心理健康的方式展开讲解。首先，他解释
道，构建良好的心理涉及六个方面：社会联系、保持积极、压力管理、规划饮食以保
障大脑健康、改善睡眠品质，以及了解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主讲人针对这六方面逐一
为听众们详细讲解。其中，社会联系方面最为重要，若人们甚少与人结交、维持人际
关系，可能会为自身带来社交恐惧症，即俗称的“社恐”。同时，保持生理和心理上
的积极态度来应付压力，亦能建设良好的心理。此外，主讲人也表示，大脑的运作与
心理方面也有紧密的联系，所以睡眠品质甚至是饮食，都能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心理
健康。
由于新冠疫情，我们长期处于行动管制令下的生活状态，如上所述的六个方面皆
颇受影响，人们的心理从而衍生出许多不良状况。因此，人们开始感到焦虑，甚至对
生活不抱有期望，导致我国近来的自杀案例也随之提高。
Izzat讲师指出，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因疫情而倍感焦虑的年龄层，大多
集中于18至24岁的青年，其数据为56.2%。主讲人对此数据的结果并不感到惊讶，因
为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正处于人生的转折点，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
现阶段处于疫情的高峰期。
一场疫情，使人们的生活常态彻底改变，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即使疫情结
束，其对心理所造成的影响仍会持续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
讲座尾声，Izzat讲师勉励听众并说道：“总有一天我们必定能够打败疫情，回
归原来的生活常态。”

构建良好心理的关键：
1. 社会联系

2.保持积极

4. 规划饮食以保障大脑健康
6. 了解生活的意义

3.压力管理
5.改善睡眠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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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WHO提出“心理健康”的定义：
为一种幸福的状态。认为自己可以应付生活中的挑战，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功
能。其会触动情感，想法，行为；会影响工作，关系，动力，解决问题。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的定义，心理健康是指一种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能够实现自
己的能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从事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作
出贡献。

疫情下的新世界
郑雪梨（初三爱）
我国由于新冠疫情而实行了将近一年半的行动管制令，呆在家里的这段期间，上课的方
式对我来说差别甚大，有别于以往进行的实体课和许多于线下举行的活动。除了上课方面的
不同之外，我认为在家上网课，让我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但是填补空闲时间的活动也倍
受到局限。毕竟无法外出只能呆在家里，最普遍的活动莫过于观看电视剧了。
在此之前，我不曾与家人一起共进晚餐或是坐下来聊天等，但在疫情期间我与家人则有了更加亲近的机
会。对于疫情下的新常态，我基本上是已经适应了，也不会具有像主讲人所说的“社交恐惧”，因为疫情间
我仍与朋友联系，并不完全断绝了交流。所以，我认为若将来回复实体课或是准许外出后，在交流这一方面
我不会感到压力。
针对近几日以来我国确诊病例持续升高并居高不下的状态，我本身肯定是有些负面情绪涌上来了。最近
接收到了邻近的人离世的消息，我感到忧伤的同时也感到害怕，害怕病毒会带走我身边的人。在这个疫情的
天空下，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从中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突破点。历经将近一年半的网课，我希
望接下来能专心聆听每一堂课，尽量不在上课时间接触手机。因为去年的网课经历，让我感到有点迷失，所
以希望今年可以不受外界因素影响我吸收知识的状态。

新常态的生活方式
赵子仪（高二文商礼）
疫情让我们不得不留守在家，以网课的方式学习，这种新常态虽然已经维持了一年多的
时间，但是我还是比较向往校园生活，不想过于依赖在家的感觉。与从前呆在家里不同，我
不能像以前一样在外到处走动，即便在家也是较少做运动，而且生活作息也时而颠倒，情绪
多少还是会比较压抑的。我国的疫情越发严重，我也会渐渐开始感到暴躁、焦虑，因为我无法得知以后的校
园生活还能不能回到像从前一样？会不会以后都要继续戴着口罩上课、上班？我担心身边的人因为疫情而永
远的离开。
此外，身为高二生的我今年也要迎接SPM的来临，SPM是否会延迟也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在课业上还是有
一定的压力。虽然与朋友的沟通减少了，但是我不会觉得有社交恐惧的感觉，因为无论是在学会还是私底
下，我都有和大家一起聊天、办活动，所以我觉得是不会有社交恐惧的情况发生的。疫情虽然让我不得不呆
在家里，但是也让我在家中发掘了更多的新事物，就比如我开始接触并学习有关影片剪辑和电子设计方面的
事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在上网课或补习班，剩下的时间就参加一些学会活动或兴趣班等等，所以每天过得
蛮充实的。
我是个很难控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长的人，因此我就会设立一个小目标，控制玩手机的时长，让自己不沉
迷其中，避免没有完成该完成的任务。对于课业方面，我希望给自己设立的新突破，就是把成绩提升到自己
的目标，因为待在家的时间比较久，也节省了许多时间，所以我想要在课业上加把劲，让自己的成绩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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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心理创伤，我该如何面对？
采访报道 | 黄薪橞（初二信）、颜钰敏（高一文商勇）
无论是哪一个年龄层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心里的创伤，那什么是心理创伤
呢？一个人的心理创伤体现在，以为过往的某件事已经过去了，但其实还未过去，在
生理和心理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而这其中所指的“某件事”，有可能是生理或心理上
受到的打击。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该如何治愈受伤的心及创伤调试的历程，我校辅导处与家教协
会于7月22日（星期四）下午2时，透过Zoom平台举办了一场名为《心里创伤，我该如
| 吴丽云博士

何面对？》讲座会，由台南大学咨商与辅导系副教授兼咨商心理师吴丽云博士主讲，
吸引近300人参与。

情绪就绪
吴丽云博士，毕业
于国立彰化师范大
学，辅导与心理咨
商博士；台南大学
咨商与辅导系副教
授兼咨商心理师。

吴博士提到，人们常会觉得，创伤会随着时间
过去，但其实并没有。情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每
一天都会拥有不一样的情绪，它好比一种神奇的力
量来决定人的一天心情变化如何。她说道：“情绪
没有对或错，好或坏，情绪就是情绪”。
她进一步解释，所有的情绪，都是因为一个人
遇到了某件事情而产生情绪，不要觉得人不可以有
情绪。情绪是从想法而来，不同的情绪就会有不同
的看法，从而也得到不同的结局。曾经发生的事情

| 吴丽云博士开场时摘取了
她女儿所画的一幅画作
解释，那颗爱心虽然表面
上看起来已经治愈了但
它身体还是存在着伤口。

不可能忘记，更不可能让它重新发生，唯一能够做
的，就是改变自己对事情的看待。接纳自己可以有害怕、难过或伤心的情绪。由新
的眼光去看待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就能从创伤的过程与它共处，慢慢长出力量。

常见的创伤
吴博士表示，心理创伤是一个坎，好像跨过去了，又好像停留在原点。其中，
影响最大的创伤是虐待。“虐待”可分为四种：身体虐待，性虐待，精神虐待和疏
忽，无论哪种虐待都会带来一定的心理创伤。
吴博士说，大部分的记忆都以图像化的方式存留于右脑，也就是感觉脑。当
然，创伤也被存于右脑，若要协助一个受创伤的人，也可以利用画画或者打游戏的
方式，让其表达与释放自己的情绪。创伤并不会因时间的过去而自然而然治愈，当
遇到类似创伤的事件时，身体就会唤起当时的感觉，所以应该透过各种方式释放能
量，把心里的感觉讲出来。
吴博士认为，当面对失落与创伤时，与其自己憋在心里，不如找信任的老师及
朋友来谈一谈自己的故事与经验。长期压抑情绪会导致失眠，直到零界点时便会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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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博士建议，面临心理创伤的人，要把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转变到“幸存者”，最后慢慢变
成“茁壮者”。很多时候，人在受到创伤的时候，都会用生气来表达，但其实内心是挫折、害怕、受伤、焦
虑的，这些才是真正的情绪，可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让别人看到自己脆弱无助的那一面，所以才会用生气的
方式来呈现。
她补充，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好是坏，都必须要接纳所有的情绪。当学会接纳及辨识情绪时，已
是走出创伤的第一步了，接下来就开始让自己稳定下来，适度释放内心的压力，就能够完全走出心理创伤。

问答环节
Q：哭可以抒发我们的情绪，如果孩子用哭来让大人妥协的话该怎么办？
A：大人在面对孩子的情绪时，第一件事情应是先调整孩子的情绪，而不是先解
决问题，大人要先接纳孩子拥有情绪这件事。我会同理孩子哭的心情，可是同理
完后我不会去妥协我本来就不同意的事情。你可以接纳他的情绪，但不一定要答
应孩子要求的东西。一旦答应了，孩子就会增强他用哭的方式来得到他要的东西。

Q：有童年创伤的孩子会有一种倾向（小时候因经历太多的痛苦，不想再
有痛苦的重现），在未来人生抉择中，都会往最没有挑战及没有痛苦的
方向去做选择，甚至错过机会（例如：放弃出国留学），是否会有这种
可能性？
A：当然会的，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活下来都是为了生存策
略，例如说我失恋了，我告诉自己再也不要谈恋爱了，因为没有谈恋爱，就不会
有失恋的可能性。所以，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保护自己的现象，唯一的方法就是先
回来疗伤。

心里创伤是存在解锁的契机
李雪丽（高二文商礼）
我本身对这课题很感兴趣，加上我个人认为自己有原生家庭
的影响所带来的创伤，所以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其中的原因。我
是位好奇心极重的人，对于任何事情都要刨根究底地了解它的原
因，就算是自己的坏情绪也是，因此也是促使我去听的动力。听完这次的讲座，
我更了解所谓的创伤其实是存在解锁的契机，只是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锁罢
了。每个人情绪上的发泄是被允许的，而不是一直默不作声地累积下去。我本身
会一边听轻音乐，一边放空我自己。轻音乐有助于静心，相比于有歌词的音乐往
往会延伸出更多不必要的烦恼，从而越来越心烦。对于这次讲座无论是主讲人或
是课题我都很满意，也从中收益满满。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听主讲人
类似的讲座或者是类似的主题，我依旧会对此很感兴趣。
1
2
3
4
5

| 1.一颗很可爱的心。
2. 因为受到心理创伤而受伤。
3.受伤的同时（堵一道墙）找方法或寻求资源来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
再受伤。
4.（在墙里面还需要被保护）慢慢疗伤。
5.从创伤过程中慢慢走出来了，虽然伤还在，但对接下来的生活中不会
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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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专注力差，我有 ADHD?
采访报道 | 黄燕婷（初三廉）、刘函鑫（初三礼）
我校家教协会与辅导处于7月22日（星期四）晚上8时，邀请了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心理学邱信胜硕士，主讲“拥抱生命”的第三场系列讲座——《专注力差，我有
ADHD? 》。
ADHD的中文全称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邱讲师表示，ADHD的产生是因为脑部神
经发育障碍所导致的，而患上ADHD的儿童则会出现过动、冲动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症
状。但他也表示，患有ADHD的儿童虽然会出现过度活跃和冲动，但并不是品行障
| 邱信胜硕士

碍，所以家长是无法对患者进行行为管教的。
邱讲师说，被认定患有ADHD，必须被诊断出现损害患者的学业活动、社交活动
或职业活动中功能的核心症状。ADHD对于患者的社交技能存在非常显著的受损，多
动和冲动的行为可能会使得身边同伴的疏离，若患者社交功能受损的负面结果长期
存在，则其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将会大幅增加。

邱讲师也，教导大家如何分辨孩子是好动还是过动。好动儿通常在分心后，能
比较容易回到原来的工作中，并且行为会受到时间场合、地点环境的限制而有所约
束，管教后也会有所收敛；过动儿通常分心后很难回到原来的工作中，而且会不分
场合、不顾后果和无法自我控制，行为也无法经由家长或老师的处置而有所收敛，
屡教屡犯。
ADHD患者是出生时就出现的脑部差异造成的，常人是不会受到环境和食物因素
的影响而引起该疾病的。目前医学界一般上都认为ADHD的形成是没有单一原因的，
但多数患者都与基因遗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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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ADHD被认为是儿童的一种疾病，并且从儿童期开始发病，但患者有可能直到青春
期或成年期才被发现。其中，多数的ADHD患者成年后都富有创造性，并在工作上表现得比在学校
好，但也不排除在幼儿时期缺乏妥善治疗的患者，成年后嗜酒、自杀和滥用药物的概率会增加。

知识丰富了许多

别把ADHD患者当异类

陈玮妮（初三平）

吴文清（初三爱）
我很开心能透过这场

我前阵子在网上有阅

讲座认识到ADHD这种疾

读过关于ADHD疾病的一

病，也学到如何分辨出过

篇文章，所以当看到有这

动儿与好动儿，例如好动

场讲座的时候，就很感兴

儿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家长

趣，希望可以透过此讲座

的管教而有所收敛，但过动儿的行为却无

来让我更了解及认识到ADHD。透过这场讲

法进行人为的管教而有所约束的。其中，

座，我认识到原来患上ADHD（注意力缺陷

邱信胜硕士有提到，家长对于患者在家的

多动症状），是因为儿童脑部神经发育障

行为问题的处理策略，应给予大量的陪伴

碍所导致的，也得知患者在社交方面有着

和提供他们在干扰最少的环境下学习，而

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让我最意外的是

不是经由打骂孩子的行为来试图“管教”

ADHD并不会因为环境或食物因素引起，多

孩子的行为。我也懂得ADHD患者不仅是面

数形成是因为基因遗传的。如果我身边出

对这个疾病而已，长期的社交功能受损所

现ADHD患者，我会尊重他们以及接纳他

带来的负面结果，也会让他们患上抑郁症

们，也会学着去与他们沟通，适当地给予

和焦虑症的几率大幅增加。这次的讲座，

帮助。希望大家能够善待ADHD患者，不要

让我对于ADHD这个疾病和患有ADHD群体的

把他们当成异类。

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虽然这些知
识我以后可能用不上，但这些新知识让我
的人生见识丰富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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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纾解恐慌情绪 改善自律神经失调
采访报道 | 洪健恒、邹欣恬（初二义）
你是否会感到浑身不自在？是否有时会有恐慌、焦虑或是忧郁的感觉？我校
辅导处于7月22日（星期五）举办《浑身不自在？忧郁？焦虑？自律神经失调》讲
座，邀请刘培铃心理师分享自律神经失调的相关知识。
什么是恐慌症与焦虑？
刘培铃老师表示，“不轻松”，“浑身不自在”就是一种焦虑的表现，正常情
| 刘培铃心理师

况下，焦虑是内在情绪的正常体现，但是病态的焦虑会造成身心的不适，进而影响
健康。焦虑症也会因压力而恶化，她提醒，过度的焦虑若不进一步处理，将会导致
恶性循环，影响心理健康。

刘老师解释，当大脑的杏仁体受到恐慌的刺激时，会让交感神经过度活化而连
成一连串的症状。女性比男性得到焦虑症的机会高两倍，平均好发年龄在25岁，
多始终成年早期，约20岁左右。根据相关研究显示，自律神经失调与压力、基因遗
传、童年创伤经历、个性、社会心理及脑内化物质失衡等有关。
刘培铃老师也建议，可透过以下五个方式缓解恐慌：
● 1.专注呼吸（腹式呼吸）
● 2.转移注意力，坐下休息
● 3.反驳负面想法
● 4.不断增强正面的想法
● 5.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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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改善焦虑的小秘诀
林奥隽（初二义）
有时候，我会因为需要同时
处理多个事项，而感到压力山
大，从而引起焦虑。从刘培铃老
师的分享中，我学到了一些改善焦虑的小秘诀，
生活作息要有规律，规划好时间是最要紧的。其
次，也切勿熬夜，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时间。此
外，我也会多吃水果和原型食物，以摄取均衡的
饮食。平时，我也会持续规律的运动来保持身心
健康。由于我的抗压能力较弱，所以时常会因为
课业而感到压力，不过我会善用这些小秘诀来放
松心情。其中有专注呼吸（腹式呼吸）、转移注
意力并坐下休息、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引导、反
驳负面想法并不断增加正面想法，然而我通常会
使用正念练习来舒缓压力。自从正念练习进入我
刘老师提到，当自律神经失调时，也会出现恶
心、胸闷、呼吸困难及头晕等症状。
她说，个性急躁、爱担忧者、容易紧张、易怒反
应激烈、抗压性较弱和完美注意者，是最容易出现自
律神经失调的群体。她表示，自律神经失调也跟压力
有关。自律神经失调不是一种疾病，可是长期的自律
神经失调，容易造成心里的慢性疾病。

的生活后，我体验到了越来越多的平和。平和的
体验难以言表，勉强形容之，是明净、开阔的，
让我全然安住在当下，就自然而然地放松了。我
认为，家人和朋友的包容、陪伴、支持、倾听以
及正向鼓励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学会接纳自
己、试着面对、学习相信及愿意改变，这便是成
功治疗焦虑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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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与自我照顾
采访报道 | 甘于卿（高一理仁）、郭谚嗪（高一文商平）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意味着梦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为了
让学生们能够了解自己现在的处境与自我照顾，家教协会与辅导处在7月23日（星
期五）下午2时，通过Zoom平台举办了”拥抱生命”系列讲座之一《日有所思夜有
所梦？梦与自我照顾》，特邀王荣义硕士担任主讲人。
王讲师解释道，梦是
| 王荣义硕士

内在自我的延伸，可以演
出真实的你，需要被关照
呵护的部分亦可以通过梦
境抒发出来。通过对梦境
的诠释，也可以了解自我
内心的景况，开始走往爱
与和解的方向。
人心原本的需求只在
于得到生命中重要的人的
了解、关注与接纳。但看
似简单的基本需求，对许
多人来说是一种奢求。人
纵使能拥有物质上的享
受，却无法取代内心中渴
望被了解以及被接纳的需
求。这些长期的压抑积蓄
了强大的能量在潜意识
中，因此造成了内心冲突
与疏离感。

王讲师也为我们区分了梦的成长史：幼儿时期到小学低年级的梦多数是在乎自
己与主要照顾者的关系，梦中出现的大多是自己的亲人、老师或同学；小学高年级
的梦是在乎自己的外在形象；成人的梦则是在乎自己的内心世界。
此外，梦的象征符号还可分类成距离原则与空间原则。距离原则指的是，在梦
里的人物或动物与自己的距离，三公尺以内是自己的投射，譬如三公尺内梦到有人在
吵架，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投射。另外，空间原则指的是梦里的空间，例如开放空间
可能是草场、草原；半开放空间是教室、体育馆；私人空间如屋内；移动空间则如楼
梯、电梯；固定空间可能是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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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梦的科学观察
睡眠实验室证明，一般人每晚的在睡眠的某一浅眠期（Alpha期），会做一
到两个小时的梦。睡眠的每个90分钟周期从Alpha开始，然后进入较深层睡眠期
（Theta期）和最后熟睡期（Delta期）。在每晚第一个90分钟周期结束，各人回
归到Alpha期睡觉，会有短短5分钟的做梦时间。当下次循环到Alpha周期会有，
会有10分钟的做梦时间，并以此类推。整个最后小时基本是在Alpha期度过。因
此，睡觉8个小时的一般人，每夜将做大约一到两个小时的梦。

每个梦境都有含义
刘玟杉（初三爱）
“拥抱生命”系列讲座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与自我照顾》这个标题深
深吸引着我。我对此十分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梦”这个话题非常神秘。在听这
次的讲座会前，我认为梦就像另外一个世界，而在此这个世界中，所有的人事物都
是靠自己虚拟想象出来的。
至今有一个梦现在回忆起让我历历在目，就是我曾在小学阶段梦到和朋友一起被鬼怪追逐，而
我们要努力逃避。后来听了王讲师的分享才了解原来每个梦境都有自己的含义，而当如果有人对你
施加压力，让你害怕不安的时候，便会衍生出被鬼怪追逐的梦境。感谢王讲师的分享，让我学会倾
听以及了解自己内心的想法，获益良多。

相信自己潜在的能力
吴紫晴（高二文商平）
这次的讲座让我受益良多，我一直都对解梦有着很深的兴趣，因此当我看到我
校有举办《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与自我照顾》的讲座时便吸引到我了。
这场讲座让我回忆起之前的我，因为遇到一些生活上的挫折和瓶颈，让对自己
陷入了很深刻的怀疑和否定。那天的我很沮丧，也有着极度自卑的感觉。晚上，我做了一个让我至
今无法忘怀的梦。在那个梦境里，我听见了一个声音，它一直在告诉我，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潜
意识很强大，你可以做到的，不要害怕。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一朵彩色的花，它从原本的小花，瞬
间绽放成了一朵又高又美的花朵。
在了解讲师的梦境分析后，我想这个梦，它想传达给我的是一个很简单却很深刻的道理，那就
是无论我在遇到什么挫折或者逆境，我都要相信自己潜在的能力，因为总有一天我也会像那朵花一
样绽放的时刻。以前我对梦并没有任何想法，只是觉得它是一个虚拟且神秘的东西。在经讲师的分
享后，我开始对梦有所了解，并且把它也分享给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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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培养正向特质，拥抱生命的美好
报道 | 严翎诗（高二文商义）、黄钰婷（高二文商义）、郑敏甜（高二文商智）
有时我们会因为一件事情，轻易地对自己或别人下判断，可这种行为往往都
是莽撞的决定。其实应该停下脚步，去认识及了解自己，才能发现身上的闪光
点，看见更美好的世界。
为此，我校家教协会与辅导处与于7月23日（星期五）晚上8时联合主办“拥
抱生命”系列讲座之“培养正向特质，拥抱生命的美好”。此讲座吸引将近230
余人参与。
| 罗耀明博士

本场讲座有幸邀请到罗耀明博士前来分享。罗博士是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兼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台湾正念学学会的正念疗育资深督导师，投入生命教育
教学已有15年的光景，也长期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带领生命教育课程与工作坊。
讲座开始时，罗博士先与听众进行一场小互动，让大家放松心情进入到讲座
的氛围中。他说，美好的特质需要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才能够看见。否则我们
的心会一直向外，一直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认识自己
罗博士请大家扪心自问几个问题——“我喜欢自己吗？喜欢自己哪些优
点？”，“我不喜欢自己的哪些缺点？”。他说道，人往往会去放大自己的缺
点，比如脸上长了祛痘，就会开始去担心别人一直注意自己的外貌。反之，当一
个人愿意去注意自己的优点时，就会发现自己有更多的优点，而这也是需要训练的。
罗博士提出，我们经常没有时间去认识和探索自己，反而是将时间花在精进
自己的学业和提升自己的能力上。如果我们没有停下来认识“我是谁”，我们依
然会带着不理解自己所累积下来的惯性继续生活。他也说，苏格拉底有句名言就
说道，当我们在探索 “我是谁” 这件事时，这就是智慧。
接着，罗博士表示，我们并非真正认识自己。事实上，我们认识的只是一部
分的自己。根据“周哈里窗”理论，“我”分为四种，分别是开放我、盲目我、
隐藏我和未知我。
因此，我们应更开放地去反观和认识“更多的自己”，发现未知的“我”。
罗博士表示，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往往都认为，“考好的成绩未来就能一帆风
顺”，“从事好的工作就能过得幸福”等。但是，这些都无法带给一个人真正的
幸福与快乐，因此人们会开始重新建构自己的价值观。获得新的价值观后，才会
发现别人喜欢的不是一个人的生活背景，而是他的特质。一个人的特质就像花的
芬芳，能够吸引他人的注意。正所谓“物以类聚”，我们吸引的人一般都是和自
己特质相同的人。所以，当我们渴望拥有一个美好的特质，我们可以选择亲近有
这些特质的人，从而达到耳濡目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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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放我是自己与他人共同了解的部分。
例如：性别和兴趣爱好等 。
2. 盲目我是别人知道，自己却不知道的部分。
例如：自己的小动作和口头禅 。
3. 隐藏我是自己了解但他人不知道的部分。
例如：特殊喜好，过去一些创伤的记忆
4. 未知我是自己与他人都不知道的部分。
自己的“冰山”底下，我们不知道的自己。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向往的自己，但人往往只会注意到自己的劣势，从而忽略了自己美好的部分。因此，
我们可以透过别人口中的自己，发现自己的美好特质。罗博士说，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在矿藏，有很多很棒
的潜力和特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发掘和重用自己。随后，他分享培养正向特质的方法。

一、不贴标签
罗博士与大家分享绘本故事《你很特别》。他说，人们经常会因为被贴上不好的标签，而影响本身能
力的发挥。因此，我们应该学会自我肯定，才能避免受他人的言语影响。他说：“我们的眼睛没看到
的，远比眼睛看到的多；耳朵没听到的，远比耳朵听到的多。”我们不应该随意对自己或他人贴上标
签，而是要事先好好判断。

二、看有不看无：培养感恩心
罗博士和大家分享另一本绘本故事《点》。他表示，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去注意我们所拥有的。因为当
我们这么做，那就能够看见自己的美好。所以，他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本感恩日记，用来记录日常生
活中值得感恩的事情。

三、我向往的自己
我们可以寻找群体内的楷模，从而找到优秀的典范人物。接着，用一张纸具体地写下该人物的优点或
美好的特质。之后，请他人列出5个自己的优点。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发现自己不一样的美好特质。

最后，罗博士表示，正向特质不是教
条、规矩或他人的要求，而是我们内心真
正向往的特质。我们可以透过学校训练，
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把自己的正向特质
培养起来。每个人心中都有正向的特质，
只要我们愿意停下来往内找到美好的自
己，正向的特质就会显露出来，因此也一
定会终身受用且陪伴我们一辈子。

| 6 场《拥抱生命》系列讲座的幕后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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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注福 TA》禅绕画工作坊

动手创作禅绕画 舒缓低压情绪
采访报道 | 谢依恩（初二爱）、邝安琪（初二礼）
我校课外活动处于7月20日（星期六）8时举办了名为《一起注福TA》的制作禅
绕祝福卡工作坊，共吸引约100名师生参加。分享人陈彦霏学姐鼓励，在这个情绪
低压的时代，可以通过禅绕画舒缓自己的情绪。
彦霏学姐是我校2020年毕业生，参与了六年的美术学会，并在高中时，承担初
中组美术教学的指导。由于工作坊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彦霏学姐特别向参与的老
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 陈彦霏学姐

在活动的一开始，陈彦霏学姐介绍禅绕画，英文被为“Zentangle”。禅绕画的
绘制轻松又有趣、简单易学，只需要一张纸、一支铅笔，就可以在设定好的图案内，
用不断重复的基本图形来创作出一个美丽的图案。此外，彦霏学姐也分享了一段长达
5分钟的抗疫视频，以便能让同学们对接下来的作画提供更多的灵感。

当天，彦霏学姐与同学们一起
绘画出6种可以用于禅绕画中的图
样。她一边展示给同学们参考，一
边讲解图样的画法。在画好这些图
样后，学姐给同学们介绍了4个可
以作画的主题：大自然、前线人员
或病患者全家、逝去的人以及生
命，而每一个主题也都有自己对应
的颜色，分别是橙色、红色、绿色
和蓝色。学姐向大家展示了其创作
作品，以供参考。
| 彦霏学姐绘画出 6 种禅绕画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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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禅绕画
谢依伶（初三平）
其实在参与
这次的工作坊
之前，我并不
知道什么是禅绕
画，但是在参与
这项活动后，我对禅绕画有了更
深入认知。禅绕画是用基础的图
样来画出的，也是一种可以放松
心情、舒缓压力的画画方式。当
初会去参加禅绕工作坊，是因为

| 黄子恩（高三文商智）

| 郑芯柔（高二文商廉）

对禅绕画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并
且想要去了解这个画法。当然有
一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自己的假期
生活可以更加丰富一些。此外，
我认为，在往后的闲暇时间，我
都可以画禅绕画来疏解自己的压
力，因为这种画法简单可以让我
静下心来，把全身的专注力都放
在画上。在此也非常感谢陈彦霏
学姐的分享，让我们都受益良多。

| 罗意雯（初三义）

禅绕画对生活上的帮助
何婕瑜（初二礼）
在参加本次
禅绕画活动前，
就已经大概认识
禅绕画。参加课
| 夏子晴（高一理孝）

程之后，才了
| 邝安琪（初二礼 )

解到禅绕画也可以融入色彩的元
素，运用黑色针笔的画与运用彩
色笔的画感受到不同的感觉。在
绘画的过程中静下心来的感觉很
好，毕竟生活在繁忙的城市，每
天面对各种资讯，静下心画画让
我感到非常放松，感受笔与纸张
的触碰。希望以后在给家人或朋
友的祝贺卡内，能够添加禅绕画

| 曾韻芯 ( 初一晓 )
| 王翠玲老师（英语教学中心副主任）

的元素。同时透过这次活动，更
加了解世界各地在疫情期间面对
的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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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绘工作坊

科技社会下需掌握电绘技能
采访报道 | 巫语暄（初三孝）、黄玮珊（初二平）
现今蓬勃发展的科技社会，在许多领域都需要掌握电绘这一门技巧。为让学生
们更深入了解电绘并掌握相关技巧，我校于7月21日（星期三）早上9时30分举办了
电绘工作坊，由张岱安校友及夏恩权同学分享并带领上百位参与的同学进行实作。
活动的开始，两位分享人先向大家介绍电绘应用软件以及电绘板。其中，常用
的电绘应用软件有免费使用的Krita和需付费使用的Photoshop。虽然Photoshop需
付费使用，但因为该软件的功能较多且高级，因此用户也较多。电绘板方面，则分
| 张岱安校友

成可显示型和笔输入型（不可显示）两类，品牌有WACOM、HUION和XP-PEN等，每台
电绘板的笔压都不同。分享人也推荐大家性价比较高HUION牌电绘板。
接着，分享人向同学们讲解描绘人体画及场景画所需掌握的技巧。在描绘人体
画时，身体结构比例必须正确，光影以及肌理也必须分明、清楚，使画看起来栩栩
如生。至于场景画，则需要有远景、中景和近景三种层次，且务必运用到透视以区
分画内各物的远近。

| 夏恩权同学

在上色方面，分享人建议大家善用eyedropper（色彩选择器）自力调配颜色。
不仅如此，电绘时也可以利用容错率高的“group“选项组合画面，并且调整画的
透明度。电绘步骤通常分为两个，分别为选色以及打底（把每一个景物的色彩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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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两位分享人带领在场参与者分班进行使用
Krita、Photoshop以及手绘的讲解，并带领学生一步
步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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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颠覆认知
王毅晴（初二智）
在参与此工作坊前，我

分享人表示，电绘除了可用于绘画或是一些工业

对电绘的理解仅止于从电视

上，有时候也可以用在一些科目上的复习或是测验，

上了解到的片面知识，也曾

例如地理科。此外，分享人也为参与者介绍了art

经认为电绘只用于绘画漫

station以及pinterest等可供进行电绘交流的网站，

画、插图等作品。后来才意

并呼吁参与者们可透过社交软件发布关于电绘的照片

识到，电绘不仅仅止于漫画、插图等作品，

等等以进行电绘交流。

可以是多样化的，如绘画多种类的作品。途
中，我也有遇到些困难，并体验到了手绘和
电绘的不同。由于我没有电绘板，所以分班
时我参与了手绘。手绘的过程中，我使用水
彩来进行调色，虽然水彩能够调出来的颜色
不如电绘里的颜色多，但是也还是可以自己
亲自调出更多颜色。我希望学校可以多多举
办此类工作坊，因为这能让我们在短假期间
妥善运用时间，不虚度光阴。此外，此类工
作坊令我获益良多，且能够提升我的兴趣，因
此我希望往后会有更多此类活动。

| 电绘时可以利用容错率高的“group“选项组合画
面，并且调整画的透明度。

希望画出自己的电绘作品
连艺林（高三文商义）
在参加此工作坊前，我
虽知道电绘是什么，但是我
对其的了解就只有在电绘板
上作画而已。参与了今天的
工作坊，我对电绘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并且学会了以正确方式在其绘
画，而再也不像以往一样打开了相关软件就
在里面乱涂鸦。刚开始由于没系统性地学过
电绘，因此我并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不仅如
此，我以往也会对配色方面感到苦恼，这是
因为我并非很擅长彩绘，几乎只画素描。参
与了此工作坊，虽然我的困难并没完全得到
解决，但我对配色方面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有机会参与此活动，我感到非常高兴。
由于在这之前我只对电绘感兴趣但对其认知

| 电绘步骤通常分为两个，分别为选色及打底（把每一
个景物的色彩分层次）。

还是感到迷茫，因此此活动对于新手来说是
一个很棒的开始。日后，我会不断练习和学
习电绘，并希望能够早日画出属于自己的电
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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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剪辑工作坊

学习透过影片记录生活
采访报道 | 曾钰晴（高二文商和）、吴欣颖（高二理爱）
课外活动处于7月24日（星期三）下午3时，通过zoom平台举办影片剪辑工作
坊，由颜扬钊老师指导学生学习与和实际操作了解影片剪辑的平台。
颜老师提到，学习剪辑的四个主要因素，是动态的影片比静态的图案有趣、能
更完整地诠释及表达想法、社交媒体资源属性的改变以及可以透过影片记录生活。
颜老师解释，影片中的基本元素，包括画面（灯光气氛、演员、台词）、音乐
| 颜扬钊老师

（配乐、节奏、步调）及音效（气氛、时机）。他认为，一般情况下，一支影片最
重要的是音乐，随后到音效，画面反而是属于次要的元素。不过他补充，也是会有
特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对影片要素进行初步解说后，颜老师进一步介绍剪辑工具。他提到，许多影视
公司都会选择使用的Adobe Premiere pro、Davinci Resolve和Final Cut Pro，原
因在于其工作性能强大，但同时软体所占的容量空间较大，对电脑配置的要求更严
格，因此多适用于完成专业或半专业的影视剪辑。

另外，只有苹果电脑能够使用的Final Cut Pro，因此适用群体较小。而Kdenlive则
具备轻便且功能完善的优点，因此适用于完成半业余或业余兴趣的影视剪辑。工作
坊当天，颜老师便是以Kdenlive为示范软件进行教学。

纸上谈兵不如躬身实践
在进入实作前，颜老师也为同学们讲解一些拍摄技法，包括固定画面（still）
、放大（zoom）、平移手法（panning）、前后移动（dolly），并要求学生在10分
钟内，在自家自由取材拍摄时长15秒内的内容，再以这些内容进行剪辑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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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作剪辑的阶段，颜老师依序指导如何导入素材和背景音乐、添加特效、删除原视频的声
音以及将音乐与画面完全贴合等。课外活动处也向参与工作坊的同学收集剪辑成品，以便未来作
为展示用途。

学习新技能，技多不压身
郑敬翰（高二理爱）
我是通过学校邮件得知假期期间即将举办影片剪辑工作坊，正好我对这个题材感兴趣，
便参加了此次工作坊。
由于主办方需考量零经验的观众是否能理解来决定教学内容，因此对之前在影片剪辑就
有一定基础的观众来说，工作坊内容的确较为片面。尽管如此，我还是学到了新技能——如何在影片中加特
效。倘若以后学校还有举办类似的教学类型工作坊，我是很愿意参加的，毕竟艺多不压身，说不定未来的哪
天需要这种类型的技能呢？
整场工作坊下来我比较遗憾的地方，是听讲期间有些许参与者在留言栏中写下了一系列与教学内容无关
的留言，甚至还有人在留言栏聊起天来。我认为，这对想要认真听讲的听众及主讲人是一种不敬，更是愧对
了主讲人的心血。

充实的假日
徐珮晴（高二文商和）
我是通过课外活动处发布的邮件l得知这个工作坊的，并邀请了朋友一起参加。我认为，
此次的影片剪辑工作坊对影片剪辑新手非常友好，基本的知识点都讲解得很细致明了。
由于我很喜欢在社交媒体分享日常，学习了剪辑相关的知识后，我将会尝试透过影片记
录生活点滴，并分享给大家。由于工作坊时间有限，我只学习到影片剪辑软件的基本操作方式，但我觉得，
这些就足以让我制作简单的视频，而且也给了我更多的学习空间，自己发掘探索剪辑的奥秘。若时间允许，
我还会再参加这类的讲座来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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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日语及日本文化探索之旅
采访报道 | 刘怡君（高二理信）、洪可盈（高一理仁）
为了让同学们学习日语及认识日本文化，洪敬钦老师和林紫婷老师受我校课外
活动处邀请，于7月21日（星期三）晚上8时通过ZOOM平台举办《学日语及日本文化
探索之旅》工作坊。
林老师在介绍日本的文化和地图后，开始教导日语基础知识，如Hiragana（平
假名）和Katakana（片假名）。接着，林老师也让同学们观看几个影片，来让同学
们巩固所学的日语基础知识。
| 洪敬钦老师

除了Hiragana（平假
名）和Katakana（片假
名）之外，日文中还有还
有一种是Kanji（汉字）
，也就是用汉字来表达的
日文。林老师举例，比如
汉语的“人参”在日语里

| 林紫婷老师

的意思是“胡萝卜”；汉
语里的“汤”在日语里的
意思是“热水”。这些日语
都和汉语的意思完全不同。
接着，林老师分享了
日本的四季：春（haru）
、夏（natsu）、秋
（aki）、冬（fuyu）的
特色。她提到，春季的三
月是看樱花的季节，四月
是日本学生毕业和入学的
季节，五月是孩子节。而
夏季的六月会下维持长时
间的梅雨，七月会有七夕
节，八月则是会举行很多
的烟花大会。秋季的九月
会有很多果实，十一月会
有753让7岁，5岁和3岁的
儿童会到神社参拜。冬季
的一月一日是日本人的过
年，二月有情人节让女生
| 上图：Hiragana 平假名。中图：Katakana 片假名。
下图：Kanji 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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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巧克力给男生，三月的白色情人节则是男生回礼
给女生。林老师也提及，立春前一天是节分，通常
是在2月3日或2月4日。人们在那天会把豆子往“鬼”
身上丢。
当天，林老师也分享了许多日本的文化特色，
例如教育方面，日本私立小学冬天的服装跟夏天是
一样的，差别在于冬天会添加一件外套。她解释，
这是为了锻炼小学生们的耐寒能力。至于公立小学
生，则是允许学生着便衣上学。

| 哆啦A梦主题火车。

此外，她也提及在日本的每个县的路盖，会有
不同的画。在哆啦A梦作者的家乡釜山县，有以哆
啦A梦为主题的火车绕着整座城市城市。活动结束前，林老师也让同学们听了一首《日本地图之歌》，让同学
们了解日本各个地方的特色。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参加有关外语的活动
林芷颖（初二廉）
在某次机缘巧合之下，我从母亲无意间的几句话里，第一次接触到日语，并且对它萌生
了极大的兴趣。因此，我决定报名参加《学日语及日本文化探索之旅》这场讲座。
这场讲座让我受益匪浅。老师不仅教了一些日语基础，也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日本文化和
卡通人物。当讲师在介绍日本美食时，我不禁一直感到饿意，因为图片里的食物实在是令人垂涎欲滴、太吸
引人了。此外，我还晓得日本人是很注重礼节和包装的。日本的便利店都有数之不尽、令人心动的小玩意。
日本人都会去关注每样小玩意的细节。看到这些简介，真让人有种非去不可的冲动。
我希望，以后还会再举办这类有关外语和外国文化的活动，因为这类型的活动可以让我大开眼界并且从
中学习。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到日本旅游，去见见我梦寐以求的国家。

更了解日本的文化及特色
林达彦（高一理爱）
我参加这次的日语讲座，是希望能够学习新的语言充实自己。在这个讲座里，我学习到
了日语发音，也了解了一些有趣的日本文化。我很喜欢主讲人林紫婷老师所播放的日文歌
曲，因为这些歌曲都很好听，还富有学习意义。
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便是主讲人所播放的日文歌曲。这是因为，我没想到日文歌曲也能这么动听，而且
节奏感很强，我觉得这点惊艳到了我。通过这次讲座，我对日本的了解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因为老师在讲
座中提到的日本传统习俗和一些冷知识都非常有趣，扩大了我的视野。参与了此次讲座，让我更加向往日本
了，主讲人把日本介绍得非常详细，引起了我对日本的兴趣。我本人是个非常希望到各个国家旅游，探索及
了解每个国家不同的风土人情，并欣赏周遭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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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德勒——神秘“西藏”之旅
采访报道 | 陈慧珊、严翎诗（高二文商义）
“扎西德勒！”在西藏，当你听到有人对你说这句话时，那是表示欢迎与祝福
你的意思，这时你也可以回对方一句“扎西德勒”。
西藏，是一个既神秘又神圣的地方，它有着“世界屋脊”的称号，也有着与大
自然融合的人文景观，这使得西藏具有独特的魅力。我校课外活动处于7月24日（星期
六）上午10时，透过线上平台举办了一场名为“扎西德勒—— 神秘‘西藏’之旅”
的分享会，邀请我校翁柳洁老师分享，吸引约180人出席。
| 翁柳洁老师

“西藏”之旅攻略
翁老师曾于2017年5月到西藏体验为期10天的旅行。早在2013年，她就开始为
这场西藏之旅做功课，了解进入西藏的规定。翁老师表示，外国人是无法在西藏自
助旅游的，必须有一位导游全程陪同，且待在西藏旅行的天数以及一同旅行的人数
也是有规定的。此外，进入西藏前，必须申请办理入藏书方可进入。近几年，关于
进入西藏的政策及规定一直在改变，为此翁老师叮嘱大家去西藏前一定要做足功
课，提前了解好需要注意的事项。

| 在珠穆朗玛国家公园，可以360度无死角地看见连绵的雪山，也可看到珠穆朗玛
峰。在这里，也有世界海拔最高的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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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穆朗玛峰。

| 在西藏，金帆无处不在，这代表
祝福随着风，吹一次，祝福一次。

由于西藏位于高海拔，翁老师
建议，不要搭乘飞机进入西藏，而
是乘搭火车，因为搭火车能够让人
体慢慢地调整以及适应海拔气候的
转变。另外，在进藏途中，因为海
拔气候的转变，可能会出现高原反
应，翁老师也建议大家可以事先到
诊所要求医生开出高山症的药物。
此外，在西藏时一切动作都需要放
缓，以更好地应对高海拔气候。当
你意识到自己出现头疼或身体不舒
服的症状时，就不宜继续行走，应
当回酒店休息。同时，需要注意自

| 布达拉宫。

身的保暖，且应尽量避免洗澡。

神秘“西藏”之旅
翁老师在西藏的行程之一，到了一家名为“玛吉阿米”的餐厅，这是到西藏的八廓街时必去的地
方。“玛吉阿米”意为未出嫁的少女。关于这个名字有一个传说称，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在
去布达拉宫之前认识了玛吉阿米，两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玛吉阿米因此感到伤心，便在这个地方
默默地等候他。翁老师表示，仓央嘉措是个很浪漫的人，她更是提出了几句仓央嘉措的诗：“最好
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以及“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
巧妙地度过一生。”
另外，翁老师也分享了在西藏之旅中，选择以另一条路线到达纳木错的体验，与一般人走的路线不同，
她说，虽然这条路的路况较颠簸且路途比“正道”来得远，但是沿途景色却非常的漂亮，云和天空与平常所
看的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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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伙伴，你选哪种？
翁老师与旅伴们都是摄影爱好者。翁老师表
示，在乘搭火车的路途中，趁着火车停站的空挡，
他们一群人会像“打仗”一样，一起冲下火车，抓
紧紧凑的时间抓拍每一幕美丽的景色。除了拍摄沿
途美景，他们也拍摄当地人的服饰以及姿态，记录
下美丽的西藏。在西藏，因为紫外线很强，所以
男人大多皮肤黝黑，而女人大多留着长发，编着辫
子，也以替人编辫子为生。
翁老师表示，与志趣相投的人旅行，是件很享
受的事情，因为拥有共同的爱好，在旅行的步伐
上也会相对的契合。例如遇到美景时，大家将一起
拍摄，而不会有独自拍摄的突兀感。此外，还能获
得朋友们的摄影指导，拍出美丽的照片。不过她补
充，为了能捕捉到优美的风景，偶尔也得有所牺
牲，例如有次因为要拍摄美丽的日出，她因此被迫
早起让她觉得痛苦。

停下脚步，回头看看
翁老师表示，这场西藏之旅，路途中会看到每
个喇嘛膜拜时虔诚的样子，这让她感受到当地人对
宗教的虔诚以及生活的淳朴。此外，她也看见了许
多美丽、壮观、震撼的景色。翁老师表示，经历了
这些后再回头看这个世界，瞬间会觉得其实人很渺
小；再看回之前的生活大小事，再与那里的景色和
人相比，会觉得这些事情不过是如此罢了。 最后，
翁老师表示，在旅途中，除了往前看、往前走，偶
尔也能回头看一眼，或许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有
不一样的体验及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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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脚步，收获更多
陈嘉璇（高二理忠）
这次的假期，校方举办了很多活动让我们充实假期生
活。换做以往，没有任何活动的假期犹如在虚度光阴，而这
次我也不想像以往一样浪费所有的时间在娱乐方面，于是就
关注了学校举办的活动。会报名参加这次活动，是因为平时课堂上听翁老师
分享故事或人生道理时，都特别有收获，特别过瘾。这让我不仅学习课本内
的知识，同时也在探讨人生、检讨自我和研究人际关系等。除此之外，自己
对西藏的了解也不深入，疫情下也无法到外地旅游，所以想借此机会“飞”
到西藏看一看。
从这场活动，我认识到原来西藏之旅不是说走就走的，仅仅是手续方面
就需要过许多关卡。到达西藏后，也是没有随地旅游、随意拍摄的自由的。
在以前，我旅行时都会想要加快旅行步伐，以便能参观更多旅游景点。但是
经过这次的分享会，我发现其实放慢脚步，会有更多的收获，而且有的时候
按不同的路走，也会发现到别人发现不到的东西。就像翁老师的前往纳木错
的路途一样，虽然不走“正路”，选择另一条路况较险峻的路途，但这个选
择让他们发现到了西藏更漂亮的一面。经过这次的分享会，我发现到西藏真
的是“天空之城”，景色极其漂亮，文化也相当有趣。

透过镜头感受西藏之美
朱紫宁（高三文商廉）

我会参加这场分享会的主要原因是被“西藏”这两个字
吸引。来听这次的分享会之前，我对西藏并没有太多了解。
但在我印象中，西藏的景色怡人、有辽阔的草原、连绵不断
的高山，对于热爱大自然的我来说，西藏迷人的自然景观激发了我参加这场
讲座的好奇心。既然现在不能出国旅游，那就抓紧这个机会，透过镜头看西
藏吧！
从老师所分享的照片，我感受到了西藏之美。在西藏，青青的草地、蓝
蓝的天、一只又一只健壮的耗牛无所不在。透过镜头看西藏，我能感受到那
边的建筑物带出的一种“古早味”，无论是人们的住所、寺庙还是街道都让
人想多看一眼。此外，我认识到作为一名旅客，应该避免在当地人面前提起
国家政治，且当来到西藏的寺庙时，也要注意当地是否允许拍摄。
听完分享会后，我对西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已经把西藏纳入了旅游
清单中。世界很大，我有很多地方都想要去探索。在我有生之年，希望有机
会到西藏旅行！老师列举了很多他到过的地方，八廓街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地
方。在分享会中，老师提到：“西藏已经逐渐商业化，在八廓街，当地的每
个商家卖的商品种类相似，却还是能维持各自的生意。”我觉得一个地区或
国家的商业化意味着经济得到稳定且快速的发展，是一件好事。但同时，商
业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种种的弊端。因此，我想到八廓街走一走、看一看，顺
便做个市场调查，了解他们是如何在销售类似商品的情况下得以维持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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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健身操
采访报道 | 叶颖蒽、张愷航（初二廉）
7月24日（星期六）下午2时，我校体育处举办了有氧健身操，在翁秋霞老师的
带领下，同学及老师们透过Zoom平台共同参与有氧健身操。
活动一开始，翁秋霞老师带领大家学习基本的有氧健身操。翁老师先讲解和示
范几个动作，并逐步进行手脚分解练习，一步步带领参与者跟着音乐练习动作。有
氧操分成几个动作：“抬手+向前走”、“拳头手+向后退”、侧跳、“Cha-Cha”
步伐、小跳。
| 翁秋霞老师

基本动作都学会后，翁老师让男女生分组进行基本的动作练习。最后，大家配
合《Dynamite》歌曲的旋律和节奏，完成一整套的有氧健身操。
在休息片刻后，翁老师带领大家随着樱桃小丸子主题曲，进行一套简单的瘦腹
部及手臂的运动。翁老师利用这些较活泼有趣的音乐，带动大家跟着音乐的节奏运
动，整个场面的氛围轻松且愉快。
在进行有氧操活动时，老师们和同学们之间也会有趣的交流，让整个氛围变得
轻松起来，同学们也不会感到无聊。
当天，一同参与活动的刘久进主任，在问答环节中鼓励同学们空闲时，能够运
用这次活动学到的有氧操居家练习。刘健豪校友则提到，当人在运动时，有氧和无
氧是会同时间出现的两个系统。在运动的过程中，有氧和无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他建议，如果想要有效的运动和减脂，重要的是需要长期坚持运动和保持良好
的饮食习惯，如此才能达到更有效的健康减脂，并不太需要刻意选择有氧或无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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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有氧、无氧运动的差别
廖浩汶（初三忠）
由于我喜欢运动，也想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因此选择参加这项活
动。通过这个活动，我知道了有氧和无氧运动的区别，也清楚了解到原
来有氧运动才能真正的减脂。这解答了我的疑惑，因为平时自己有在做
运动，也对减脂这方面困扰了很久，所以今天学到了就会实践起来。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
做，但今天有老师、朋友、其他同学一起跳，一起玩，一起流汗，指导老师也很有耐心地
教导我们，所以我很享受也很愉快。我觉得这种体验真的很棒，因此如果还有机会，我还
会选择继续参加，除了要充实自己以外，也希望能通过这类型的活动来提升自己。

纾解疲惫的身躯和大脑
徐靖暘（高三理忠）
我最近上体育课时接触到有氧操，刚好学校举办的短假活动里有有氧
操，所以我便报名参加了。同时，我一直以来都有做运动的习惯，所以对
运动这方面较感兴趣。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带给我的感觉是十分有趣的，
老师和同学或老师和老师们之间的愉快互动，让氛围变得轻松且愉悦。此外，有氧操是搭
配着音乐来进行的，比起其他乏味的运动，有氧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且假期里多参加
一些小活动，可以纾解我在上课时疲惫的身躯和大脑。我也会再次运用在此活动学习到的
东西，和家人一起做做运动。希望以后学校可以多举办一些多元化的课外活动，我一定会
踊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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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工作坊

把诗歌谱成一首曲
报道 | 林俞辰（初二孝）
为了配合“谱曲创作比赛”，我校于7月20日（星期二）下午2时至3时30分，在
ZOOM线上平台举行了一场“作曲工作坊”，邀请黄志伟老师分享作曲的基本知识，并
带领同学完成曲子创作。
喜欢古典音乐的黄老师认为，古典音乐须先有诗才有曲。他说，古诗较难谱曲，
因为诗的意境不能打断，除了拟声词，任何字都不能加。黄老师进一步强调应先理解
和分析诗词的含义，对诗词进行“发声”分析，再往诗歌的风格去谱曲。在确定曲子
| 黄志伟老师

的方向后，先对诗歌进行分段，构思歌曲的整体布局，以便铺垫高潮。高潮可以是让
人激昂的飙高音部分，或者是音乐最大声的那一段。一般曲子都有一到两个高潮，如
《山坡羊·潼关怀古》的诗词，属于悲伤的，前面激昂，后面平静。

黄老师说，歌曲可以分成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在古典音乐的结构方面，可分为二段体、三段体和多段
体。二段体在第一段以前也能加上序曲，在第二段以后加上结尾。三段体是由两个重要的结构（A段和B段），
组成了一个具有三个段落的曲体。第一段及第三段是完全相同或近乎相同的内容，第二段和第一段形成了强烈
的对比。简单来说，就是A-B-A。多段体则是有很多的曲子。
至于流行（时代）音乐则不像古典音乐分成二段体或者多段体，而是分成了前奏、主歌、副歌和间奏（过
门）。前奏可以选择模仿主歌的旋律，主歌指的是第一段歌词，副歌通常是最好听的部分，而间奏是为了回去
副歌。写作旋律时必须要把握曲风、节拍及拍子的应用及和声的配置。黄老师建议，在创作曲子时，尽量用音
域较广的乐器来创作。
乐谱如画，表演者的演奏是为乐谱的二度创作。表演者可以以自己对谱子的理解或者与创作者进行沟通对
谱子进行最佳的曲子诠释。当天，黄老师邀请同学一起完成一首诗歌的曲子创作，让同学们把所学的知识，透
过实作完成一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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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届全校常识比赛
采线上对决形式进行
供稿 | 课外活动处

我校于4月22日（星期四）下午
2时举办第二十五届全校常识比赛总
决赛，双方队伍以轮流选题的方式进
行，若选题队伍无法回答，则由对方
队伍进行答题。高初中组各别有40道
题目，高初中组获胜的队伍分别是初
三廉和高二理孝。

| 初中决赛分别有初三忠对垒初三廉，并由初三廉胜出。

全校常识比赛宗旨为提高学生对
时事和常识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思考
与反应能力和推广学校的阅读风气。
比赛题目内容则包含时事、史地、华
教、体育等，需要同学通过日常的阅
读以累积相关知识点。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今年的比

| 高中决赛分别有高二理忠对垒高二理孝，并由高二理孝胜出。

赛形式以线上 google meet的方式进
行。参赛组别分为初中组和高中组，
以四人一队竞赛。通过初赛的笔试环

初中个人奖

节后，分别选出高、初中组总积分最

第一名：陈建明（初三义）、张晟豪（初三廉）

高的两支队伍，进入团体口试总决

第三名：李征轩（初二廉）、林青霞（初三平）

赛，包括初三忠、初三廉、高二理忠

第五名：洪浩正（初二仁）、庄惠晴（初二仁）

和高二理孝。

第七名：梁铭豪（初三廉）
第八名：陈增轩（初三忠）、叶宇嫣（初三廉）

初中团体奖

第十名：王僅惠（初二义）、钟军信（初三义）

冠军：（初三廉）郑健宇、陈玮铃、
梁铭豪、张晟豪
亚军：（初三忠）尤永辉、洪愉芯、
陈增轩、陈美灵子

高中个人奖
第一名：林昕肯（高二理孝）
第二名：朱杰铭（高三理仁）
第三名：李子怡（高二理忠）、廖于琪（高二理孝）、

高中团体奖

徐凯迪（高三理忠）

冠军：（高二理孝）张宇恒、林昕肯、
廖于琪、许凯贤
亚军：（高二理忠）郑俊涛、陈嘉璇、
陈绍翊、李子怡

第六名：吴紫晴（高二理爱）
第七名：张紫樱（高一文商和）、郑俊涛（高二理忠）
第九名：萧乙恒（高一理信）、雷贤棋（高三理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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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A platform for self-expression

Reported by ELC

The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has entered
its second year.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is
competition are to inculcate a love of poem
writing among students, to promote creativity,
resourcefulness and self-expression, and to
promote universal values in a fun and creative
way, through the medium of poetry writing.
The competition is open to all students from
Junior One to Senior Three. The participants
can write in any poetic style and on any subject.
Despite the restrictions of home-based learning,
we received a total of 206 entries this year. The
response was so overwhelming that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decid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rizes as a form of encouragement and
appreciation.This is also a sign that more and
more students have started to take poem writing
as a way to express their ideas and emotions.
All pieces of work received were
outstanding. Six English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shortlist the six best poems from each level
and they had a hard time accomplishing the task
in the first round. As for the second round,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two prominent figures,
Professor Dr. Malachi Edwin Vethamani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Dr. Too Wei Keong to be the
judges for placing the winners. Prof. Edwin is
a prominent author in Malaysia and he has also
conducted poem and short story workshops for
Hin Hua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sisted by Dr.
Too.
According to Dr. Malachi and Dr. Too, the
finalists of each level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strengths clearly,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improve further by avoiding certain common
mistakes. For example, Junior One finalists have
a sense of structure and attempted to organise

the poems into appropriate stanzas, though they
need to avoid the overuse of expressions; Junior
Two’s shortlisted poems show contemporary
awareness of issues and a good use of imagery,
with a need to be more aware of language
slips; Junior Three finalists were commended
for making attempts at originality and use of
images, however, excessive line rhymes can
affect the quality of poems. As for senior levels,
Senior One poems are simple yet impactful
in conveying emotions and images without
showing off vocabulary; Senior Two finalists are
able to present a dramatic situation (story) with
interesting turns; Senior Three finalists used
plenty of images, but are encouraged to learn
to present a more coherent idea, thought, and
emotion in their poems.
Out of the 36 poems, the two distinguished
judges were especially impressed with the
poems entitled ‘Journey’ and ‘Ready The
Rockets', which were written by Wong Zi Yi
(S 2 Adelaide) and Lim Jia Quan, Philip (J2
Canberra) respectively. Moreover, Philip Lim,
with his ‘Ready The Rockers’, has been chosen
as the overall winner of this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Junior and Senior levels) for his
remarkable poem which was commented as
simple yet powerful in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images.
We thank all the participants for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hard work, and congratulate all
the winners on their great achievements. Their
winning pieces can be read at the ELC Google
Sites:
https://sites.google.com/view/
hhhselc/achievements/2021-internalcompetition?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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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rs of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JUNIOR ONE
First

Tan Yi Han (J1 Paris)
Nature’s Way
Second Pua Li Siang (J1 Paris)
My Father
Third Edward Khoo Sung Sheng (J1 Paris)
Mom and Dad
Consolation
Wendy Wong Qin Ying (J1 Vancouver)
Believe in yourself
Consolation
Lam Ia-Hyun (J1 Manchester)
Post Covid - When I Am Gone
Consolation
Lim Seng Qi (J1 Paris)
My Phone

JUNIOR TWO
First

Lim Jia Quan, Philip (J2 Canberra)
Ready The Rockets
Second Tham Chee Gin (J2 Chicago)
The one who mourns
Third Low Zi Yee (J2 Melbourne)
Night Sky
Consolation
Christine Ng Chian Xin (J2 Adelaide)
The Soul of Beauty
Consolation
Zoe Mak Kar Xin (J2 Chicago)
The Not So Normal New Normal
Consolation
Celeste Tew Wan Yee (J2 Washington)
Treehouse

JUNIOR THREE
First TLeong Xin Yu (J3 Canberra) World of Drawing
Second Low Ying Suen (J3 Adelaide) Black Swan
Third Cheong Huui Nee Marsha (J3 Adelaide) Late Night Sandwich
Consolation Alistair Tan Yong Zhi (J3 Canberra) A Weird Dream
Consolation Lim Hui Ci (J3 Melbourne) Love
Consolation Cheah Chung Wei (J3 Canberra)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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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rs of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SENIOR ONE
First

Emily Wong Wei Lyn (S1 Wellington)
Music
Second Yap Tong En (S1 Adelaide)
Empty Classroom
Third Lim Ming You (S1 Athens)
Time
Consolation
Yong Kai Seng (S1 London)
Unwilling
Consolation
Ang Ruo Xu (S1 Chicago)
My Best Friend
Consolation
Elyse Ong Jia Xin (S1 London)
She said

SENIOR TWO
First

Wong Zi Yi (S2 Adelaide)
Journey
Second Siew Yue Ying (S2 Washington)
Waiting for a train
Third Hew Jayne Sheyn (S2 Chicago)
What is happiness
Consolation
Pang Jin Yeu (S2 Melbourne)
Camaraderie
Consolation
Tiew Zhi Qin (S2 Chicago)
The Eulogy of Our Teenage Dream
Consolation
Tan Jia Xuan (S2 Wellington)
Bell rings again

SENIOR THREE
First Wee Yoon Ler (S3 Birmingham) My Frantic Heart
Second Tan Jean Wan (S3 Ottawa) Still Here
Third Chan Weng (S3 Adelaide) Time
Consolation Ang Zhi Ting (S3 Birmingham) Beauty
Consolation Yoon Yit Khai (S3 Birmingham) Pandemic Thoughts
Consolation Cheou Wen Xu (S3 Birmingham)
A Hasty Teenager’s Reg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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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Jia Quan, Philip (J2 Canberra)
With my poem ‘Ready The Rockets’, I intended to illustrate the cycle of
hatred, with each side seeing the other as the aggressor in their conflict, and
using that to justify their retaliation. The similarity of the first and last stanzas
shows the cycle repeating itself. After some thought, I decided to use an
11-syllable meter, but my first two attempts at writing this were unsatisfactory,
to say the least. I finally submitted the poem of my third draft. I have always liked poems, but
have never found the motivation to write them. This competition forced me to do it, and I am
grateful.

Their missiles came flying unceasing that day,
Bombarding our homes without going astray.
Our people assembled together to pray,
‘Oh when will the horrors of war go away?’
My homeland of Palestine used to be great,
Now crushed and oppressed by this Zionist State.
They’ll take every inch of our land at this rate.
We need to fight back or else it’ll be too late.
My father died fighting the Jews in the war,
while fighting to get back what we owned before.
I’ll kill all those murderers, that’s what I swore:
The glory of Palestine will be restored.
Get ready the rockets and make sure they fly,
send thousands of them up to cover the sky.
No one will escape it although they may try,
They’ll run and they’ll flee- but they’ll fall and they’ll die.
The rockets fly high in majestic array,
like monstrous fireworks put on display.
The Israelis huddle together to pray,
‘Oh when will the horrors of war go away?’

Ready The Rockets

Ready The Ro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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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Zi Yi (S2 Adelaide)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e one receiving such a great achievement! But I
am very honoured to be one of the winners. My poem ‘Journey’ is basically
about the journey of life of an individual, from being active, to old and fragile,
then to the one left with nothing. Honestly, I am not a proficient user of
English, but I believe that we can make everything better if we invest more
time and effort in the language. I searched lots of bombastic words online and looked up those
words which I thought were really good. Together with some of my ideas, they fermented in
my mind and the poem was thus produced.

Journey
I am a lonely rubescent paper boat
Floating leisurely in a rural stream
Listening to countrywomen's peaceful lullabies
And singing of canary with its beautiful vocalize

Journey

I am an incarnadine paper boat filled with fervour
Floating with a leaf in a meandering stream
Watching those cobs hugging their beloved pen
With their chubby cygnets in the center of them
I am a damping raggedy paper boat
Diving apacely into rushing torrent
Feeling the stimulation of speed and passion
And the howling wind blowing right onto my
expression
I am pieces of shredded tattered paper
Who bodies had been rent by water
I lie peacefully on the river bed
And look at the blushing sunset
I wait for the moment when I buried in silt
And the arrival of endless darkness
Mixed with silence

升学资讯

邀 11 所中港台澳新大学
开讲 50 分钟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在7月学校短假期间，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举办了“大学开讲50分钟”升学说明会，邀请
11所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及新加坡大学或学院的招生单位，为学生们介绍各大学的现况与特
色、申请途径和奖学金资讯等。
“大学开讲50分钟”升学说明会，从7月19日（星期一）分场次进行至7月23日（星期五），
每所大学或学院，都各有50分钟的时间，向同学们进行介绍与说明。吸引许多即将毕业的高三生
或已经毕业的校友前来聆听。
由于目前正处于新冠疫情肆虐的时期，因此许多的大学或学院，都调整了招生和报考的程
序，例如从实体面试改成线上面试等，相关的资讯和要求，也成了本次说明会的重点内容之一。
参与说明会的大学或学院如下：

1. 香港中文大学
2. 香港科技大学
3. 新加坡国立大学
4. 澳门大学
5. 北京理工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

| 香港科技大学

| 新加坡国立大学

| 澳门大学

| 北京理工大学

| 浙江大学国际
联合商学院

| 北京大学

| 北京清华大学

|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6.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
7. 北京大学
8. 北京清华大学
9.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10.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
11.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欲了解更多关于上述
大学的资讯，欢迎联
络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https://www.facebook.com/
hhhshigherstudies

|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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