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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我盡責隔離， 我盡責隔離， 
但不與世隔絕!但不與世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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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誉传扬

整理 | 陈胜耀老师  

均才教育成效：我校夺“陈嘉庚杯” 
高中统考成绩优秀金奖

| 兴北校友会会长萧子鸣（右四）亲自莅临我校颁发奖杯及奖状，由苏进存校长（左三）和教务处主任许梅
韵副校长（左二）代表领奖。

我校在2021年第28届陈嘉庚全国独中统

考成绩优秀奖中，首次荣获高中统考成绩特

优金奖，同时还获得高中语文组及高中商科

组成绩最优奖，共3大奖项。

苏进存校长表示，2020年应届高三毕业

生，虽然历经新冠疫情的冲击，依然稳定地

循着行政和师长的指导，在自己的本份上尽

心尽力，并自动自发地和同侪利用学校开设

的网络课室里，互相切磋、讨论功课、轮流

担任小老师，全体师生共同度上线上的教与

学历程，充分展现兴华人生命共同体精神，

休戚与共，和合同歌，方才谱写出精彩的学

习成果。他认为，这是全体师生共同的成就。

陈嘉庚杯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是由

留台中兴大学暨台北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兴北校友会）主办，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

联合总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及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协办，《南洋商报》

主催，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侨务

组赞助。1994年由兴北校友会顾问许秀华博

士发起，如今已迈入第28个年头。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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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率影响参赛资格

主办单位于11月12日（星期五）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得奖名单。兴北校友

会会长萧子鸣在会上表示，大马从去年3月开始因疫情而落实行动管制令，不仅

使董总在举行统考的过程中面对重重挑战，考生出席率也受到影响。

根据陈嘉庚杯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的规定，只有考生出席率达到一定

标准的学校，才算符合资格。所有的奖项，是取自参加统考全体学生的平均成

绩，以奖励及肯定独中办学达到“均才教育成效。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本届陈嘉庚杯无法举办实体颁奖典礼，因此萧会长

于11月24日（星期三）亲自莅临我校颁发奖杯及奖状，由我校苏进存校长和教

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代表领奖。

| 陈嘉庚杯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发布会，左起锺启章、颜振辉、萧子鸣会长、范忠星及林渭德。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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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我尽责隔离，
但不与世隔绝！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自2020年

开始，迅速进入战“疫”状态。突如其

来的疫情，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打乱

了每个人的生活。日益激增的确诊病

例，迫使行动管制令一再延长。

我校师生在经历了无数个“停课不

停学”的阶段后，仍坚守于各自的岗

位，完成教与学。在居家教与学的这段

期间，我校有大部分的师生并没有因此

与外界拉开距离，画地为牢，反而善用线

上的各种途径，维系同窗与师生间的情

谊，温馨互动，过着不“疫”样的生活。

本期兴华月报，特别采访了4位老

师与3位学生，且看看他们究竟是如何

度过疫情下的居家生活，并在生活与教

学或学习之间取得平衡，同时维持良好

的人际关系呢？透过此次的系列采访，

希望从中帮助对疫情的冲击感到不知所

措，忽略了与世界联系的师生们，能透

过本系列的采访报道而受到启发，增加

正面的能量。

采访者 | 甘于卿、许毓茹、张愷航、黄燕婷、
             郑雪暄

学会突破才能与时俱进

身为高中商业学及高二级级组长的刘兼阀老

师，于疫情期间，是如何安排居家上班的时光呢？

在教学过程中，习惯使用轻重音的兼阀老

师，一次上课期间因为声量过大，被邻居前来按

铃，误会成在和家人吵架，成了他居家教学的趣事。

“当你选择突破就代表你能改变，当你不选

择突破你就无法改变”。任职16年，兼阀老师

把“突破自我”当成自己的座右铭。他提到，老

师是学生学习历程的设计者、辅导者，要更勇于

先自我突破，这样才能创新，为教育志业不断注

入养份。

经历了近两年的居家教学，网课模式已经达

到“极限”的状态，虽然老师和同学们都已经熟

悉了这样的上课模式，但他认为网课时，局部学

生的专注力依旧相对欠缺。在没有更好的取代方

式下，兼阀老师依旧会在上课前提醒学生，并且调

整自己从抱持乐观及正向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问题。

刘兼阀老师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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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学生并促进沟通

时代在改变，科技在进步，如今老师们要先熟

悉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才能与学生、校友进行联

系。与兼阀老师感情较好的大多是自己曾经带过的

班级。然而班级里通常都会有群组，并且都会有一个

类似“主席”身份的同学时不时组织大家相聚叙旧。

除了上课，兼阀老师也会利用剩余的时间观看

连续剧或综艺节目，这样不仅可以为生活带来欢

乐，也可以增进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增加话题。他

认为，如果想要跟学生将心比心，或许可以在能力

范围内，试着去了解现代年轻人的生活。

除此之外，看一些知识类的节目，也可以增加

知识和判断能力。当一个人拥有判断能力时，这也

就代表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和认知。所以可以通过

听、看，采纳别人的想法，作为生活上的沟通。当

然，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休闲活动。兼阀老师表示，

他常常在家使用健身器材运动，以保持身体的健康。

兼阀老师谈起情人节时，所带班级的学生在自己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了秘密惊喜，这让他感到很

欣慰、开心。在采访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老师收到

这份惊喜后的兴奋之情。

“我们都是幸福的，现在很多人失业，没有经济

能力，我们还能坐在电脑前面学习是很幸福的事了，

我们要懂得知足常乐”。疫情来袭各行各业都面临风

险，同学们要懂得体谅父母的艰辛和懂得感恩。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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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 颜钰敏、陈芷妤、杨育梅、吴伊文、 
             杨心悦

颜川原老师

在家阅读与运动的日常

疫情的爆发导致许多人都被迫关在家中，在抗疫

的这段期间，大家都在慢慢地调整许多计划，虽然有

时会出现怠慢的心理状态。但，行动管制令期间，对

颜川原老师的生活影响并不大，因为他在疫情前就甚

少外出，他比较喜欢待在家，阅读和室内运动，是他

的日常生活活动。

疫情期间，许多人都在家中发掘一些新的才能或

爱好。川原老师则在阅读的习惯方面，有了明显的变

化，尤其是书籍类型的选择上更为多元。此外，为了

调整负面情绪，他也增加了运动量，或是听古典音乐

来放松自我。不仅如此，川原老师也在这段期间研究

塔罗牌占卜，他笑说，经常会让父母当 “小白鼠”，

替他们进行占卜。在学习塔罗牌的过程中，川原老师

倾向于站在科学以外的角度，去观察塔罗牌里的人物

和故事。

与亲友视讯保持联系

疫情的严峻不仅剥夺了学子们到校求学的机会，

更是导致了亲友间的聚会联系无法进行。为此，川原

老师经常通过视讯，与远方亲戚通话，维持联系，每

一次视讯，都像个媒体人般，举着镜头边走边说。采

访过程中，当川原老师说到这时，双手不知不觉也拿

了起来，示范了媒体人的姿势。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大家呆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也自然增加了不少。然而，川原老

师认为，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点：与家人维持良好关系的前提，在于了解家人对于事物的需求。如果想

进行一些家庭小活动，也需要顾及家人愿不愿意，并换位思考，考虑他们的顾虑后才能做出行动。他说：“进

行任何活动前，都得平衡双方的感受，也要做出相对的抉择，尽可能不去碰触家人不愿意的那一块底线。”

疫情对实验课的影响

川原老师无法控制学生在荧幕前的情况，他甚至认为自己就像“和尚”似的，在电脑前喃喃、滔滔不绝

地讲课。身为科学老师，课程必离不开实验，网上教学的方式，限制了实验课的进行，令川原老师无法亲自

在同学面前操作实验 ，仅可依靠软件和视频代替实验过程。

在校实体课的形式，老师能轻易了解同学的学习进度，亦较方便为同学解决课业上所遇到的的困难。但

历时将近一年半的网课，生活离不开网络，却也发掘了网络的另一面。在这段期间，川原老师在网络上，发

现了许多好用的教学资源。

“关上一道门，就有一扇窗开，虽然窗比较小，爬出去也略有难度，但是那道窗终究还是存在的，重点

在于自己如何诠释那道窗” 。最后，川原老师表示，大部分人身处在封闭的环境下，常会感觉许多事物都受

到了局限，也许透过换位思考，就能发现，其实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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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 曾钰晴、郭谚嗪、锺智如、刘函鑫、 
             郑婕妤、黄钰婷

课堂之外 师生联系不断

疫情前后，邱谊东老师生活变化并不大。饮食方

面，老师与他的家人皆属于外食族，平时都是尽量避

开人潮多的茶餐室，从外头买食物回家享用。现处于

疫情逐渐变得严峻的情况下，邱老师的生活节奏开始

变得缓慢。

偶尔，老师会与历届高一生在线上聊天，“即使

每个学生都去了不同的地方深造，我们也经常相约一

起聊家常事或分享各自网课时遇到的趣事。若没有疫

情的肆虐，我会更希望能和学生约出来一起吃个饭。” 

由于疫情期间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谊东老师在今

年年初开始学习弹奏乌克丽丽。学习乌克丽丽的起

因，是在一次和排球校队闲聊时，得知队员中的一些

人会玩乐器，觉得很帅、很有趣，便向他们请教，就

这样开始了学乐器之旅。他通常是观看网络上的教学

视频，学习一些比较基础的技巧和歌曲，有时候听到

喜欢、想弹奏的歌曲也会搜寻乐谱后自己练习。

依旧坚守岗位

谊东老师是排球校队兼象棋学会的负责老师，主

要的教学科目则是高中历史和体育。他在课后会带领

排球校队练习以及监督象棋学会的秩序，同时也处理

一些班务、学校、校队或者学会等各项事物。

不仅如此，热爱体育的谊东老师在校队练习的时

候，也会一起做运动，方便监督学生的姿势。为了保

持自己本身的体能，他偶尔会在傍晚5时至6时做些强

度不大的运动，有时也会举重或跑步。

|  排球队。

邱谊东老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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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们长期居家的状态会令人感到疲惫且心

理、人际关系方面都会开始出现问题。在教学方

面常面临的问题，是每一班都会存在一些“有问

题”的学生或是即将“溺毙”的学生。

邱谊东老师说：“当我发现学生开始迷失自

我却不自知的时候，我会尝试软硬兼施地拉他一

把，但倘若对方拒绝沟通与配合的时候，我也非

常无奈。这的确很困扰。很多时候当事人自己先

放弃了，身边的人也无法提供援助了。当一个人

开始松懈，便会逐渐习惯这样的生活模式，进而

再也无法振作起来了。很多人怪罪疫情把自己搞

成这个样子，殊不知，疫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

我们的自律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也就代表，疫

情其实让我们看到赤裸裸的自己。”

诲人不倦的热忱

面对突如其来的网络教学，谊东老师认为，

它的好处是在上课时，可以马上在电脑查找资料

以及处理工作。而坏处则是老师们无法百分之百

的掌握学生在镜头后的行为，无法得知学生是否

有在认真地上课。比起线上网课，邱老师更想回

到实体课，可以有更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可

以增进与同学的关系。

|  高一文商和。

当学生开始自律并能完成好自己的事时，会

让谊东老师感到很欣慰、很骄傲，因为这象征着

自己之前对学生的引导开始起了效果。相对的，

学生的上课情况也影响自己的心情，尤其是提问

时没有人回应。当老师在面对各种压力时，解决

负能量的方法则是趁着休闲时间打几把游戏，放

松心情。

总结历经一年半的疫情，邱老师最自豪的是

自己带领的排球队，从去年疫情开始就积极在线

上练习，基本上每一天的练习都是全到，并且打

开摄像头。当中如果有队员不小心迷失了，老师

会尽快联系，以确保队员在迷失得更深层之前，

把他给抽离出来。所幸的是，大家表现得很棒。

从去年疫情至今，谊东老师更注重于培养排

球队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领导能力。无论是个人

习惯或者是前辈的传承，到了今年，各种活动都

是由他们自己一手包办。在谊东老师的眼中，排

球校队是可以自己解决问题且完全独立的，他为

此感到特别骄傲和感慨。

最后，邱老师也呼吁大家一定要在疫情期间

做好防疫措施，照顾身心健康，抗击疫情，从你

我做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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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疫”下的生活  学会感恩与祝福

从2020年3月18日我国正式开启管制令后，许

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大幅度影响以及改变。徐孝业老

师在疫情前在周末时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出门联络感

情，但在疫情爆发后，至今已超过一年没有出门逛

街了。

此外，在疫情未爆发前，孝业老师都会利用长

假到国内外旅游，但现在疫情严峻，因此他也很久

没出外旅游了。自从疫情爆发后，大部分活动只能

在家进行，但他还是很庆幸现今生活离不开网络，

因此就算在家也可以利用网络做许多事，例如网

购、订外卖、线上教学等等。

向往外出的孝业老师，刚开始时也因适应不了

新生活而感到很不自在。渐渐的，他开始透过网络

自学吉他，目前已会简单地弹奏。此外，他也曾尝

试学习烹饪，虽然大学时期因只身在外，也经常自

己烹煮，但家人还是害怕他把厨房“炸毁”。

网课需要与学生沟通

当然，孝业老师还是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

线上教学的备课上，尤其在去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研究如何有效进行线上教学。“身为年轻老师，在

线上教课对我来说是一件熟能生巧的事，很容易上

手。”

起初，因为还无法适应以线上的方式授课，尤

其在无法面对面见到同学的情况下，经常会感觉到

无力，内心充满了挫败感，教学时也只会有几位同

学积极地在与老师互动。

经过了一年多的居家上课后，则已经适应，他

会把自己的问题和所需要的要求告诉同学，并听取

同学们对他的期待。他觉得，同学和老师之间应该

要有一个沟通，透过沟通大家一起努力，好好培养

师生之间的关系。

疫情中学习珍惜生命

“我们人类面对疫情能干什么呢？我的角色很

小，改变不了，疫情的发生导致大家的生活改变很多，

但是大家现在能做的就只有把生活过得更充实。”

一场疫情，让孝业老师有了许多感触，他感恩

生活以及现在拥有的一切，让他明白了生命的可贵

之处。除了等待恢复以往的生活，他也表示，可以

趁现在疫情的阶段，去享受自已想做的事，不要浪

采访者 | 陈欣蜜、巫语暄、李恩慈、颜怡恩、 
             陈嘉豪

徐孝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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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11
焦点

费这段时间。虽然如今行动管制阶段生活很辛

苦，但是也是个有意义的过程，往好处想，在疫

情的这段时间，他除了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还透过网络中学习更多知识，进修，上课等等。

最后，他希望疫情能尽快好起来，期待可以

回去学校继续教课，疫情后或许大家可能回不去

疫情前的生活或者生活习惯将会改变，但是他希

望生活可以变得更丰富多彩，过得更好。

学会感恩与祝福

“学会感恩，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情太多了，

感恩身边的人、感恩拥有的事物；学会祝福，在

这个“乱世”中，我们要学着去面对，也学着去

祝福身边的人，帮助他们，散播更多的正能量。

其次，自己也要自觉、自律，在生活上不马

虎，提升自我，让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不要白

白浪费了。”孝业老师以四个重点：“感恩、祝

福、自觉、自律”与同学们共勉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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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 林捷婷、陈晓琪、李昕语、
             邝安琪、颜翎诗

苏盈祯 
（高二文商廉）

不被疫情击垮  不断突破与挑战自我

 “我想剃光头！”  

从这样一段壮志豪言当中就能了解到苏盈祯同

学是一个热情奔放、有着自己独特思想的一位奇

女子。她在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因为受到偶像杨

舒予的影响，衍生了想要与偶像拥有同款发型的想

法。为此，她拿起了剪刀，手起刀落之下，利落的

剪了一个中短发。

被问到在疫情期间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改变，除

了剪了个短发之外，盈祯也因为偶像，而开始了那

枯燥的身材管理的体能训练。她也运用了在家的空

闲时间完成了化妆、皮肤管理、学习穿着打扮等等

的学习，“与其花大量的时间在刷手机，我更愿意

把这些时间用在其他我感兴趣的事情上，而且在居

家学习中偷偷变美，回去之后就可以惊艳大家了。”

提到现代的年轻人，大概没有人是不注重外在

美的，盈祯更是直言道：“要是没有外在美，大家

根本不会去进一步接触你的内在美”，为此，她展

开了她化妆的一条“血路”。盈祯坦言，起初在选

择化妆品的时候，因为自己对化妆品毫无了解，无

法买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因此花了许多冤枉钱。不

过，再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失败之后，她已经能够顺

利的画出满意的妆容，也算是达到了偷偷变美的计

划吧！

居家生活的这段时间，盈祯为自己定下一个目

标，希望自己明年能够在比赛中有机会被选进国家

队。盈祯是我校的田径运动员，她在观看2020年东

京奥运会的赛事中，受到奥运健将的影响，因此萌

生了这个念头。她表示，将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

为达到目标而前进。

透过游戏练习社交

进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时代，尤其在疫情期

间，大家在家中都是 “低头一族”，因为此时网络

游戏已成为许多人喜爱的工作和休闲方式。盈祯同

学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玩游戏这件事。她说，疫情

间通过打游戏来跟不同想法、思维的陌生人来做交

流，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因为在打游戏时，大

家有共同的话题可以熟络起来，不像跟实体的陌生

人面对面交流，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  苏盈祯同学下定决心
剪短头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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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缓情绪压力的方法

疫情期间，长期的居家日子使人疲惫、郁

闷，总令人再无力面对现实。但，盈祯同学却有

着一些自己纾解压力与情绪的小方式。她不善于

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倾诉、分享，所以每当较不好

的情绪浮现时，她选择与自身独处，试着去寻找

情绪的根源，再努力地将心态摆正。当心情不好

时，她建议尝试听一些儿童歌谣，借助轻松欢乐

的旋律来缓解压力。

当然，发现并放大生活中的小细节也能有效

地舒缓压力。盈祯在某天早上睁开眼，坐起身

的那一刻，会注意到透过窗帘映在地面上的阳

光。突然觉得那缕光漂亮极了，她便拿起手机打

开了音乐，望向那块地面，身子配合着音乐轻轻

摇摆。享受完这一美好的小间隙，再下楼弄个早

餐，一个轻松之余还仪式感满满的早晨又过去了。

无论何时、身处何地，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摆正好心态，正视情绪、解决问题，即使在

这样的大情况下生活也会变得有趣。

给大家的一段话

“疫情下我们难免都会失去方向，没有动力

学习或者没有动力做任何事情，亦或者是心情会

很低落。但，等到疫情结束回想这一切时，你想

要做的事情却没有能力去做，那会感到很悲惨。

从现在开始慢慢努力，等有想法时便可立即行

动，也就不会受到什么限制。” 盈祯同学希望

大家能够保持专注，享受生活。此外，她表示需

要把心态摆好，不要钻牛角尖。她推荐大家能够

以一个比较 “直男” 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样

就不会想过多，在生活上也就不会那么辛苦。只

要心态好，一切都好。

|  苏盈祯同学收到的 
   水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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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巧宇 
（高一理仁）

采访者 | 刘怡君、刘宇恩、叶颖恩、黄薪橞、 
             洪可盈

疫情前后的改变  从乏味到有趣

  “疫情前后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实

体的校园学习转换成居家的网课学习，让来自高一

的萧巧宇同学感觉较无聊，与同学及老师无法实体

接触与交流，上课的模式也比较沉闷。其次，便是

心理上的改变，每天都在重复网课生活，导致生活

乏味、没有惊喜。这是她在这段期间最直接的感受。

其实，她更倾向于有趣的校园生活，能够和朋

友互相陪伴。虽然如此，疫情期间其实变得更加忙

碌，譬如很多事情都需要透过线上讨论。但在讨论

过程中，可能无法完好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导致很

多事情所要花费的时间更长。不过，她本身并不会

制作时间表来限制自己的行程，而是会顺其自然，

享受当下。

另外，相信大家在疫情期间，都会与自己的好

友分享一些琐碎、有趣的事情。巧宇同学也不例

外，她会通过信息来与好友分享一些新鲜有趣的事

情，或是学业上面临的问题，来保持密切的联系。

透过软体解课业问题

此外，巧宇在疫情期间，也面临学业上的压

力。由于今年刚升上高一理科班，再加上网课的关

系，没有朋友在身边，所以初期遇到问题的时候，

她都不知道该如何询问及向谁询问。她坦言，自己

是属于怯于开口向老师询问的类型，这也给她造成

了压力。

后来，当她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时，则会向曾是

理科的姐姐请教，偶尔也会问朋友，以化解学业

上的压力。例如，当她遇到物理和数学里较难的题

目，她会通过WeChat或Messenger来询问朋友，朋

友就会和她讲解以及写解法给她。在居家学习期

间，她也经常会在放学后，进行课后复习。

勇于面对新挑战

巧宇同学在学会方面，也有尝试新活动。身为

圣约翰救伤队的训练股执委，她需要安排学会活

动，让团员们进行。由于疫情的关系，活动都必须

改为线上进行，所以这对她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尝试。这些活动，包括安排训练

维持团员们的体能，寻找监督员为团员进行示范，

亦或准备学习单，这些都是训练股需要负责的工

作。其中，她也曾布置一份体能作业，让团员把运

动的过程拍成视频，以确保大家都有认真进行。

对巧宇而言，虽然面对疫情的影响，但由于

今年是第一次担任执委，这带给她充实的感觉，

让她有成就感。看着团员认真进行自己安排的活

动，是件值得让自己开心的事。

改变家人的相处模式

巧宇觉得抗疫期间的居家生活是枯燥乏味

的，每天的活动总是千篇一律。姐妹虽然是在同

一个屋檐下生活，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各自在进

行各自的事情。因此，她下定决心要改变这样的

生活模式，姐妹相约一起进行活动，例如运动、

烘培等，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有趣。

疫情期间，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有次和家

人一起为其中一位家庭成员准备生日惊喜，来为

他庆祝生日。在准备的过程中，需要格外小心翼

翼，因为是个非常“惊险”的行动，大家都同住

一屋檐下，需要确保不会被寿星发现有一定的挑

战。最终行动也成功完成。

另外，疫情期间，她也常常想念远方的家

人，像是她的婆婆。每当想念她的婆婆的时候，

她就会拨打电话给婆婆，了解婆婆在家乡是否一

切安好，同时也让婆婆知道自己的情况

疫情期间，为了让自己不与外界脱节，人们

总是会浏览各个社交媒体，巧宇同学也时常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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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与Instagram来关注时事，譬如国家的政治动

态和热门的国际新闻。

|  1. 萧巧宇同学在学会内的作业成交。
   2. 萧巧宇同学为家人准备的惊喜。
   3. 萧巧宇同学制作的学会课程幻灯片。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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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 黄玮珊、黄贝嘉、
              邹欣恬、李筱心、 
              陈慧珊

陈芷芩 
（高二文商义）

线上自学才艺  调节负面能量

疫情期间，人们待在家中的时间日渐增多，与人们的相处逐渐减少，难免会积累许多负能量。今年高二

的陈芷芩同学，为了充实自己与调解心情，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除了一直以来都坚持的绘画，居家学习期

间，会在网络平台上，搜寻舞蹈教学的视频自学。

“虽然自己跳得不及专业舞者，但建立了一门新的才艺，也让心情变得愉悦。”除了画画和跳舞，写日

记也是芷芩一种排解负能量、保持乐观的方法和秘诀。不论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她都会记录在日记本内。

写完日记后，当下心情会变得非常顺畅。

“培养长久的写日记习惯，可以让我们在回顾以前的日记时，发现自己在想法以及处理事情上的进步，

并设想若以现在的心态处理事情，结果会有什么改变。”

疫情期间，芷芩发现身边的朋友开始录制Vlog以记录自己的生活，并剪辑再上传到网络平台上，这些视

频带给她一种“治愈”的感觉，所以很想尝试拍摄并剪辑这类型的视频。在短假期间，因我校碰巧举办了剪

辑工作坊，便报名参加，借此机会掌握了剪辑的基本概念与技巧。

线上维系亲友关系

排解负能量之余，生活上也仍需与外界联系，努力不与外界脱离。芷芩说，平时多以社交媒体与与朋友

保持联系，疫情下虽然不能实体碰面，但对芷芩和其朋友而言，使用社交媒体聊天仿佛面对面聊天似的，可

以无话不谈。

除了透过网络与朋友联系，芷芩也利用网络的便利了解时事课题，并在用餐时间与家人一起分享与探

讨，如疫情的情况、病例的升降、管制令变更等，这让她在保持与外界联系的同时，增进与家人的感情。她

说，除上课时待在房间内，其余时间都会尽量到家里的公共空间，与家人待在一起，维系着良好的关系。

芷芩表示，在疫情下的艰难时刻，必须更加自律，不随意出门。线上学习也应保持自律，管理好自己的

课业。她坚信，雨后总会天晴，虽然“这场雨”已经下了许久，不知何时会出现彩虹，但坚持防疫，总有一

天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一切都会正常，一切都会变好。

|  上图：陈芷芩的临摹
             作品。
 下图：陈芷芩四年级 
                时的日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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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报道 | 颜钰敏（高一文商勇）、陈俐棋（高二文商礼）

高一、高二外宾演讲 

共同守护生命：谈自杀迷思与防治

|  彭开贤主任

大家听到“生命”两个字的时候，浮现在你脑海里的画面会是怎样的呢？

9月28日（星期二）下午2时50分，我校辅导处邀请拉曼大学心理与咨商系彭开

贤主任，透过Zoom Webinar平台为全体高一及高二级学生主讲《共同守护生命：谈

自杀迷思与防治》的课题。

彭主任一开始便提醒道，同学们在踏上学习历程之前，需要一起学会关照自

己。在讨论自杀的相关议题时，可能会挑起一些情绪或记忆，但是透过自我察觉，

便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情绪反应与起伏。他希望同学们记得在需要协助的时候，可以

随时向信任的老师或朋友反映自己所面对的问题与需求。

当天，彭主任提出了一般人对自杀者或自杀行为常有的观念，但这些观念很多

都是误解，与事实不符，包括以下4点：

● 1. 重大压力的事件（感情失败、学业压力、家庭问题等）是导致自杀的
主要原因？

自杀是多重原因的行为结果。根据心里解剖研究显示，绝大多数的自杀者在自

杀前2-4周极可能已经患上心理疾病（忧郁症、恐慌症等），却没有被身边的亲友

察觉。

● 2.自杀者真的想要杀死自己？

绝大多数的自杀者想要杀死的是痛苦，总觉得杀死自己是唯一解决痛苦的方

法，停止自己的痛苦，透过死亡来改变自己和世界。“自杀”本身并不是个人问

题，而是当事人用来解决他所遭遇的无解问题。

● 3.经常提起想自杀的人，不会真的自杀；真正采取自杀行动的人，则不
会向别人提起想自杀的念头？

心理解剖研究显示绝大部分的自杀者在执行计划前，都会向身边的人透漏一些

蛛丝马迹。（例如：“你不用再担心我了。”、“你觉得如果世界少了我会不会

好些？”、“我就是这么令人讨厌。”、“我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我去死算

了。”）

● 4.询问当事者是否有自杀意念，可能会引发事主考虑自杀？

询问自杀想法不会引发自杀行为。提问当事者是否有自杀意念可以帮助正在经

历情绪痛苦和求助的人。但是，当有自杀念头的人接触到一些自杀方法的有关讯

息，就会加速他们的自杀意图。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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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主任也提到，重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是常见导致自

杀的精神疾病之一。观察一个人是否

持续两周出现以下症状的其中5个或以

上，就能初步判断一个人是否患上重

郁症，这些症状如：

1. 情绪忧郁，心情长时低落 / 易怒，脾气暴躁

2. 兴趣和乐趣减少，过去喜欢做的事情现在逐 

       渐不喜欢了

3. 食欲和体重改变（暴饮暴食 / 没有胃口）

4. 睡眠习惯改变（失眠 / 嗜睡）

5. 疲累、失去活力

6. 觉得无价值感 / 罪恶

7. 专注能力降低

8. 自杀念头

彭主任叮咛大家，尽量不要独自一人陪伴有自杀意念的朋友，建议寻找其他朋友或家人一起帮助当事

者。同时，可以寻找专业的心理人员提供协助，并让对方知道你能协助的范围。

彭主任认为，旁人可以提供具有自杀念头的人最有效的协助，就是倾听。除非愿意静下心来、全心全

意、不抱批判地积极倾听，否则就不要随意与当事者展开对话。他建议，以电话和讯息的方式追踪有自杀意

念的当事者，让对方知道你对他的关心，也是一种方式。这一关怀的举动，也许能救了对方一命。

最后，他强调，防治自杀最重要的绝招就是好好照顾自己。当自己在陪伴和倾听他人时，也一定要记得

时时刻刻关注自己，只有心中足够强大，才能收发这个世界的善意。

如果发觉身边的人开始有了自杀念头，
可以做出以下四种方法： 
（自杀防治 4 步曲 C.A.R.E）

自杀意图一旦被确认，介入即可展开。根据多年的心理研究显示，可以试问对方“很多人在面对像你这

般的痛苦时，会想到要伤害自己。你有过类似的想法吗？”。先从他人的情境出发，尝试正常化的询问，最

后小心探寻对方。

Care and concerns are expressed 表达关心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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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有想到要自杀呢？

-会不会有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

-会想寻死？想寻求永远的解脱？

直接询问： 委婉询问：

你最近看起来很不快乐？

-你是否曾经希望睡一觉并且不要再醒来？

-觉得活着没意义，没价值，也没有人在乎？

-我猜你应该不会做啥事吧！

-你应该不会想要伤害自己吧！

-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对不对？

-你要想想父母的心情，不要伤害他们，让他们感到失望及难过。

（这些问法会让当事者觉得你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承接沉重的自杀意念）

千万别这么说！

Attentively listen 专注倾听
当事人往往需要的是可以积极、专注的倾听自己遭遇的问题，认可与同理当事者的感受（“你感觉到很

痛苦 / 难过 / 失望......” “难怪你会这么委屈 / 生气 / 挣扎于这件事情......”）。面对重大压力

者，理性思考的能力会降低，别人再劝告也并没有帮助。千万不要着急评判当事人的遭遇、处境或看法。通

过倾听与协助能够让当事者重燃希望，并产生改变。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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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e of seeking professional help 确保专业介入
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自己开始遇到自杀风险时，一定要向专业求助，如精神

专科医生、临床心理师、注册辅导员。如果当事人排斥自己去治疗的时候，可

以尝试跟他们说 “我认识xx医生 / 心理师 / 辅导员，他 / 她在这方面很有

经验。加上他为人友善亲切，很乐意帮助每个人......（正面性格）”，尽量

提供自己知道的联系资讯。为了让当事者有更多的安全感，接下来可以跟他们

这么说“你会让我帮你找资源吗？”、“让我们一起寻求协助吧！”，你的倾

听与协助能够重燃他们的希望，并产生正面的改变。

小
知
识

马来西亚求助热线

英语 / 马来语
Talian KASIH (General Crisis Helplines) 15999 

BuddyBear Helpline (aged 18 and below) 1-800-18-2327

Befrienders (24/7) 03-79568145

华语
爱心线 (Sun - Fri / 7.30pm - 9.30pm) 03-79815300 / 03-79815301

生命线 (Mon - Fri / 7.00pm - 10.00pm) 03-42657995

淡米尔语
SNEHAM (Daily 4.00pm - 8.00pm) 1-800-22-5757

Risks review and management 风险检视
有自杀念头的人一旦有了全盘计划，风险就会明显增高。这时候必须考虑是否要给他们一些资源，例如

辅导老师、医院、家人、朋友来提供心灵上的支持，同时也要寻找会导致急速恶化风险的不可预期的突发状

况。可以尝试提问他们过往有没有企图自杀、规划好的自杀方法与计划、幻听或幻觉、忧郁症或旧病复发、

酒精和毒品滥用、或者绝望感的意念。

其他的风险检视如下：

-自杀遗书 / 社交媒体贴文

-交代身后事（例：把心爱的东西送出去）

-对宗教的兴趣

-无解的愤怒、烦躁

-环境的安危

如何降低风险？

与当事人讨论一系列的应对策略，有什

么方法是可以帮助到当事人缓解痛苦，可以

寻找自己适当的方法来降低自杀的念头（运

动、听歌、激励的故事等）。一些支持系统

也能降低自杀风险，找到能支持与信任的人

来倾诉自己所面对的困难。此外，尽量收起

危险物品，给予当事者制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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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Q&A

Q: “焦虑导致睡不着，吃安眠药会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吗？”

A: 不会，安眠药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只能暂时减缓焦虑的情况。长期使用安眠药甚

至会导致失眠的状况恶化。当你严重失眠的时候可以短期地服用安眠药，与此同时必须接受失眠

认知行为疗法。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方法，绝大部分接受此治疗的人，失眠状况

都有得到改善。

Q:“长期受到好友的负面情绪影响了自己的情绪，该怎么办？”

A: 其实这是一个常常会出现的情况，你尝试要支持其他的朋友，反而导致自己也受到了好友

的影响，这时，自己需要开始向学校的老师求助的时候了，也恭喜自己，知道情绪已受到影响。

是时候告诉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再继续支持朋友了。接下来需要开始想一想能够做让

自己放松的一些事情，这样也可以帮助你改善自己负面的情绪。

Q:“与家人的沟通不良导致自己很无助，朋友也只是表面上的安慰自己。”

A: 这是很多青少年现实面对的状况，尽管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家人都在家里办公或上课，但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一天下来可能说不上几句话，导致家人之间沟通不良。当你注意到家

人或朋友不足以协助你所面对的问题，这时候同学们可以尝试接受心理师的帮助，或拨打辅导热

线来求助。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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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不是脱离痛苦的好方法
杨阿当（高一文商勇）

这次的讲座，让我有机会去了解及探究许多关于这种类似的课题。我会去思考自杀者心

中的想法与外界对自杀者的看法。自杀本身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这些自杀的人到底是勇

敢的武士，还是胆小怕事的懦夫？从宗教的角度来思考，自杀是不被批准的；从唯心主义的

角度来思考，自杀是最好的解脱方法。我不鼓励人们自杀，因为自杀不是一个脱离痛苦的方

法，而只是其中一个能让这些想结束生命的人一种不好的选项，他们失去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 生命。

我曾经遇到一位想自杀以结束生命的朋友，当时候的我听到了这件事后感到十分震惊，我从未想过有人

竟然会因某件事情而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我选择陪伴他，安慰他，倾听他所面对的问题。我认为，当我们

遇到有自杀念头的亲友时，陪伴是对他们最好的良药，让他们看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其实还有一丝的希望与

关爱的。当我遇到伤心的事情时，我会听听歌，让自己放轻松，或者找朋友诉苦来摆脱自己的痛苦。寻找自

己适当的发泄方法，但是绝对不要有自杀的念头，除了生死，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

寻找适合方式调整负面情绪
王榕恩（高二文商平）

通过这一次的讲座，让我更深入了解焦虑症，以及破除我过去对于自杀的一些迷思。以

往会觉得安慰的话语能帮助到一些情绪比较低落的人，但确实是需要视情况而定。就像讲师

所举的韩国街道例子，很多时候安慰的话可能将成为他人的一道伤疤。

我其实也都没深入了解过自杀的课题。我认为，自杀这件事是逐年普遍的，尤其近期遭

受疫情肆虐的影响，在新闻上可见的自杀新闻越来越多。很多时候在看到或听见类似的新

闻，我都会抱持着一种很可惜的心态，同时也很惋惜他们之前所遭遇的事情。在我身边其实是有一些心态比

较负面的朋友来找我倾诉，我一般上都会以旁听者的形式聆听对方倾诉，并且以开导的方式尽量帮助他们转

变情绪。如果有机会，也尽可能聊聊其他比较欢快的事，让对方不要困在情绪之中。

当自己的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寻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调整负面情绪。如果是倾

向于分享，那么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找一位自己信任的家人与朋友倾诉。但如果习惯将情绪隐藏在心底的

人，则尽量找其他事情让自己不困于情绪之中，比如做运动、睡觉等。但适当的倾诉还是有必要的，千万别

一直让情绪压抑在心中，适当的倾诉还是有必

要的。

我曾经有过失眠的情况，但都是因为隔一

天有特别的活动或是比赛才会有类似的情况。

一般上我都会尽量让自己放松，不去想还没发

生的事，慢慢地精神便不会那么紧绷。人生的

顺逆悲喜都是相互交替的，可能今天的你觉得

世界很黑暗，但一定要相信黑夜总会过去。爱

你的人有很多，今天的你或许只是轨道产生了

偏差，但只要勇敢地把轨道调整回来，未来的

你一定是非凡的。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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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报道 | 吴芯仪、郑芯柔（高二文商廉）

不“疫”样的温情  与障友线上交流

我校辅导处于7月16日至8月20日期间，与双福升维发展协会通过ZOOM举行线上关怀活动，让同学们在疫

情间献出一份爱心，透过互动消除对身障人士的陌生感。

此次活动获得高二文商廉的班导师及同学的配合，一同策划及展开一系列为期5周的线上活动，同学们在

这期间透过经历分享、访问、游戏、表演等方式与障友们交流。

活动的最后一周为分享会的环节，主题为“向日葵”，寓意着充满希望、生机勃勃与积极的态度，以表

达对梦想、生活的热爱。各组同学制作了短片，带领大家一同回顾与障友们相处的时间以及精彩的画面，也

感谢障友们丰富了同学们的学习经验。

高二文商廉班导刘兼阀老师表示，通过线上的方式与双福的障友们一同交流，促使学生们有机会参与社

会服务的活动，把幸福与关爱传播出去。他期许，未来能与双福有再次合作的机会。学生们细心且用心地付

出与筹备，投入其中，更提升了班级的凝聚力 。

双福公关部经理吴冠廷指出，“同学们的用心、耐心、陪伴及鼓励，让双福障友找回以前失去的体验，

原先无法完成的事，却在这次活动中一起完成了，这是我们都期待且向往的生活。”。双福障友与同学们相

识相知，同学们以单纯的心与障友接触，给予他们关怀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回忆。

此次的活动让学生及障友们在这疫情肆虐的时期，仍旧能够创造独特且珍贵的回忆，共同丰富了疫情下

的校园天空。透过这次的交流，除了在障友们身上看见他们的光芒、毅力，以及坚强、认真面对生活的态度

之外，也了解到障友们遭受的歧视问题。为此，我们期许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能够得到更多关注，积极宣导

无障碍环境的重要性，并给予残障人士更多的包容及尊重。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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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福升维发展协会是一家非盈利机构，成立于2001年8月19日，旨意提供帮助给18岁以上的残障人士以及

社会更生人。抱着让爱心转为祝福以及“给他鱼吃，不如教他捕鱼”的理念，我们相信透过职业培训，残障

人士及社会更生人也能获得生活技能，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素质。

双福经营着多个部门，其中包括资源回收部，福利与关怀部，电脑培训部，烘培部以及小福无障碍交通

部。全靠这些运营，残障人士以及社会更生人获得了在职培训与工作的机会。双福也帮助残障人士透过工作

转介的方式寻找适合的工作。

双福的使命之一，是希望能够提高公众意识，鼓励人们帮助有需要的弱势群体。为了完成使命，双福需

要公众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双福也扩大了受益群体的范围，不仅限于残疾人，双福还对单亲家庭等弱势群

体伸出援手。不论种族和宗教信仰，双福都希望能够透过培训帮助障友和社会更生人，使他们的身心全面增

长，甚至能够达到独立生活。

关于双福 

内容及照片摘自双福网站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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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直以来都会与双福合作，但因疫情的冲击，原有的实体交流无法进行。在辅导处的安排下，最终

将实体交流转化为线上交流 ，这让我们有了与双福障友交流的机会。第一次与双福接触是在 7 月16日 ，接

着的三个星期我们与障友 Nazmi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包括一些小游戏，如：你画我猜、饭桶开饭 ，也

透过这个机会与Nazmi一起学唱歌与手语等。

走出舒适圈，与友族相处 

组员：董捷恩、陈紫芸、陈紫慧、苏盈祯、李晓悦、吴芯仪（高二文商廉）

与Nazmi接触的这段时间在他身

上可以看见许多的光芒，特别是他认

真地面对生活的态度。虽我们的障友 

Nazmi是马来同胞，但当我们一起完

成唱华文歌的任务时，他很认真的学

习，尽可能地把歌词发音标准，而且

也很坚持地把歌曲唱出来。回想起当

老师安排友族同胞与我们同组时，我

们感到焦虑，担心沟通上是否会出现

问题。最终，我们还是接纳了这挑

战，过程中虽有不完美，但透过这活

动，不仅让我们认识障友，也让我们

走出平日的舒适圈，以不熟悉的语言

与友族相处。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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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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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学校给予我们班与双福交流的机会。从一开始被告知这个消息，我们感到很荣幸，也很感激学

校在疫情之下还安排了活动给我们进行，让我们在家里也能有新的体验，认识新的朋友。就在7月30日，我

们组和双福的朋友—— 华兴，迎来了第一次见面。在这几次的交流中，我们更了解双福协会的运作及为社会

提供的服务，也了解了很多关于障友的生活环境与工作。华兴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受益良

多。在第二次的活动中，我们与华兴一起完成了一幅属于我们七人的画作，创造了属于我们的共同回忆。

双福的出现颠覆了我们对传统身障机构的看法，打破了以往对身障人士的刻板印象。经过了三个礼拜，

三堂课时间的相处，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这将是我们在疫情之下最独特及最珍贵的记忆。感谢学校辅导处

给予我们班这个特殊的机会，让我们认识双福，和双福的障友华兴进行交流，这是我们的荣幸，希望我们的

缘分不仅于此。

打破以往对身障人士的刻板印象 

组员：郑芯柔、余致贤、张愫庭、李佳颐、黄品旭、廖忠正（高二文商廉）

|  学生与障友共同完成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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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ring writers shone  at virtual Aspiring writers shone  at virtual 
announcement ceremonyannouncement ceremony

 Reported by ELC

Our deepest congratulations to Ms Evon 
Juliana Jayanthi (ELC teacher), Jolynn Tan Ern Xin, 
Tan Jiunn Shyan (Senior level), and Amos Wong 
Shi Yi, Koo Yan Xin, Tan Wei Qi, Too May Xuan, 
Leong Xin Yu, Sweta Thiagarajen and Teh Kian Ee 
(Junior level) on their achievement in the Sunway-
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2021! 

Since 2014, SUNWAY Group has partnered 
with Oxford and Cambridge Society Malaysia to 
organise the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its 8th year, the competition aims to promote 
and boost the proficiency level of English among 
the schools following the Malaysian syllabus, 
and equip the students with vital skills, such as 
critical reasoning and creativity, nationwide. As 
the Form 5 students were sitting for SPM between 
22 February and 25 March, the organiser decided 
to extend the essay writing submission deadline so 
as to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annual competition. 

With the theme ‘Health and Wellbeing’, 
contestants in Category A (students in Forms One to 
Three) were to write an essay from 200 to 350 word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ontex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challenges of online 
learning throughout Malaysia. What could make 
this better?”. Participants in Category B (students 
in Forms Four to Five) needed to write a 500 to 650 
word essay on the topic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challenges of online learning 

throughout Malaysia. How could this be alleviated 
in the future?”. Meanwhile, a new category C was 
introduced this year and open to all Malaysian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Participating teachers 
were required to submit an essay with the word 
count between 1000 and 1500 on the topic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challenges of 
online education throughout Malaysia. How could 
this be alleviated in the future?”

This year, 3359 and 58 entries were received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respectively across 
the nation.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virtual announcement ceremony with a modified 
structure like last year, which aimed to honour and 
recognise the efforts of the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celebrate some of the brightest minds in Malaysia, 
was held on 23 October 2021. 9 students from our 
school, 7 from  category A and 2 from category 
B, were awarded ‘Top Participants’. Besides, Ms 
Evon Juliana Jayanthi, the former Deputy Head of 
ELC, also won a consolation prize. These brilliant 
writers creatively responded to the questions 
posed by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and providing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s well 
as less frequently proposed solution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gai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Ms Evon and the recipients of 
the Top Participant Award on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We hope that they will realise their 
writing dreams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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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h Kian Ee (J3 Melbourne)
As this was the first essay competition I’ve ever entered, I never expected 

to win any prizes and was just in it for the experience. Against all odds, I was 
awarded the Top Participant for this competition. Obviously, I have to thank Ms 
Chua for her advice and support throughout the writing process. This was a really 
eye-opening experience and I will definitely participate in more competitions like 
this in the future. 

Amos Wong Shi Yi (J2 Melbourne)
      It’s quite a shock to discover that I am one of the top participants. It was 

definitely out of my expectation, so I’m truly thankful. I’d also like to thank my 
teacher, Ms Lava, for assisting me along the way, or I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even join this competition in the first place. I do have a suggestion though, 
maybe the organiser could consider increasing the word limit in the next essay 
competition so that the writers can elaborate further on their views.

Category A : Form 1-3

Amos Wong Shi Yi (J2 Melbourne),
Koo Yan Xin (J2 Canberra), 
Tan Wei Qi (J2 Canberra),
 Too May Xuan (J2 Canberra), 
Leong Xin Yu (J3 Canberra),  
Sweta Thiagarajen (J3 Melbourne), 
Teh Kian Ee (J3 Melbourne)

Category B : Form 4-5

Jolynn Tan Ern Xin (S2 Melbourne),  

Tan Jiunn Shyan  (S2 Melbourne)

Category C :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Consolation Prize Winner: Ms Evon Juliana Jayanthi 

Recipients of Top 
Participa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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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ward-winning season for ELC
 Reported by ELC

ELC is beaming with pride! Our 
deepest congratulations to Ms Evon 
Juliana Jayanthi and Mr Dannie Mar 
Yi Yuan on their achievement in the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2021 and the Best Teaching Practice 
Awards 2021 organized by GPEX 
Central respectively. 

Ms Evon Juliana Jayanthi (ELC Teacher)
 It’s a good experience participating and winning a prize 

in the Sunway 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this year. It’s the 
first time the organisers have introduced the teachers category. I 
personally feel the topic is suitable especially after experiencing 
close to 2 year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is has also 
given me an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my own teaching. I have 
always had a strong interest in writing since young and some of 
my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Star newspaper. I strongly 
believe the more you write, the easier it gets. Personally, taking 
part in this competition is also a way to model and motivate 
my students to write. I’m also equally happy that two students 
from my class, S2 Melbourne, have also won the Top Participant 
Award this year. Congratulations to all who have won and to 
those who didn’t win, don’t ever give up!

On the other hand, Mr Dannie Mar Yi Yuan won the Best Teaching Practice Award (CELT-S category) 
organized by GPEX Central. The competition was held with an aim to discover what the best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ELT industry within a community is. Mr Dannie Mar who has completed his CELT-S teacher-training 
course, submitted a vocabulary teaching practice which integrates humour and fun with 4Cs (communication, 
critical Thinking, collaboration & creativity). He also submitted a video to briefly explain what his best teaching 
practice was.

This year’s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introduced a new category C which was opened to all 
Malaysian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Participating teachers were required to submit an essay with the word 
count between 1000 and 1500 on the topic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challenges of online 
education throughout Malaysia. How could this be alleviated in the future?” Miss Evon Juliana Jayanthi, the 
former Deputy Head of ELC, successfully bagged a consolation prize. 

| Winners of the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2021.

| Miss Evon Juliana Jayanthi won 

a consolation prize in the Sunway-

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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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ar Yi Yuan (ELC Teacher)
It is truly a humbling experience and honor to receive the award. I didn’t know I was going 

to win as I was just submitting to test out the water. However, I am earnestly grateful for this 
recognition, because I am very sure that every teacher who submitted and shared their best 
teaching practices are as capable and worthy to be praised, if not more. This award is not just a 
moment, it is a movement for me to strengthen my journey as an educator. 

Also, winning this award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inspiration that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mentors, for whom I have the deepest respect, and from whom I have derived 
the strength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perform better at each stage. Specific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s Shanthini, Mdm Boo, Ms Prem, Ms Jolyn and Ms Margerat, for being my anchors of 
support whenever I feel less of a person. Each one of them has my deepest respect. 

Agai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Ms Evon and Mr Dannie on 
their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 Best Teaching Practice 2021 CELT-S Winner - Mr Dannie Mar Yi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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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novative writer grabbed the limelightAn innovative writer grabbed the limelight
School Essay Competition by University School Essay Competition by University 

of Reading Malaysiaof Reading Malaysia
 Reported by ELC

Our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to Chan Ning (S3 Adelaide) on her notable achievement in the School Essay 
Competition 2021! 

It was our first time receiving an invit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Malaysia to promote this essay 
competition to our uppe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competition was open to two categories of students: 
Category A – Secondary level students, studying SPM, IGCSE or equivalent. Category B – Pre-university 
students, studying UEC, A-level, STPM, university foundation or equivalent.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to 
submit an original essay (of between 2000-2500 words) relevant to the topic "How I would help lead Malaysia 
to a brighter future". The submissions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criteria which included the 
originality of content, clarity and structure, as well as how inspiring the essay is. 

Chan Ning’s essay stood out and impressed the expert panel from the university because she had 
personalised the context with her own experiences, analysed the current problems critically and provided solid 
improvement plans elaborately. Therefore, she won the third prize under Category B, and proudly walked 
away with RM500 and an RM1888 bursary for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Malaysia.              

Agai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to Chan Ning on her remarkable performance. 
We hope that she will continue to sharpen her writing skills alongside her  pursuit of tertiary education.

Chan Ning (S3 Adelaide)
When approached with the question of what I would do to change Malaysia for the better, 

my first thoughts were to remedy our country's politics, economy, or even the judicial system. 
Those are tricky topics to tackle, as I am no expert on those subjects. But it came to me that 
being a high school student, I have experienced firsthand what Malaysian education looks like, 
and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at can be done to amend it.

Undeniably, writing an essay this long was a first for me, and it was more exhausting than expected. 
Still, the extra time provided due to home-based learning gave me more than enough time to research various 
education models, process the facts and write them down. I am grateful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for 
promoting the competition, as without it, I would no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and learned so much 
during the whole wri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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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习的主人：
年终假期自主学习任务计划

为了指导学生在漫长假期不荒废学业继

续学习，教务处再次发布“年终假期自主

学习任务”计划，鼓励各级学生利用大规

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修读短期线上课程。完成

修读自选课程的学生，最迟于31/12/2021 年

将有关课程修读的相关资料/《自主学习心得

报告》（根据所选的课程平台类别的修读规

定），通过 Google Form 提交。审查后符合

资格者，此自主修读课程将获记录于《学术

证明》文件上。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改变了学生的

学习型态，加速了大家熟悉学习相关的科

技平台与工具，在搜寻资料、呈现个人报告

的风格与手段，也出现新的灵感和创意的作

法。在观察到同学于应用科技平台学习的正

向进展，教务处在2020年的年终假期宣布：

开放让即将升上高一、高二及高三3个年级的

同学从推荐的五大MOOC学习平台，包括了：

可汗学院、均一平台、edX、Coursera、学

文 | 许梅韵副校长

堂在线等，自由选择课题与课程修读。意味

着，他们从原本四主科、规定完成的假期作

业模式释放，改变成是开放学习、自主决定

学习任务。结果，有559位同学参与了初体

验，完成的修读课程课题不胜枚举，并对于

自己能完成“自主学习”、任务性质是“开

放选择”的特点，感到惊喜，也开心自己的

自主学习达标能被记录在《学术证明》上。

本年度提供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

选课指南，增加了新的推荐平台：网易公开

课、一席 YIXI及巧匠课堂，以丰富同学的选

择。此外，有关计划也全面开放给各级学生

自主选读。

在后疫情学习生态下，按个人生涯规划

及兴趣拓展的目标，培养自主学习及善用科

技平台辅助个人学习这两项习惯，是本世纪

学生紧迫需要建立的关键能力。期待在家长

的支持下，同学们能真正走在这个时代的学

习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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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蓁巸老师

报道 | 谢祉毅老师

10 月份四场专业成长工坊   
助教师熟悉教学工具

继8月份举办了两场教师专业成长工坊后，我校教务处在10月份，再举办了四场工坊，分别邀请了林蓁

巸老师、网上教学推展组成员老师【邱咏芳老师、李庆福老师、朱键鸿副主任、许长青副主任、王翠玲副主

任、朱伟杰老师、】李锦华老师和陈彦佑老师，分享线上教学工具的使用技巧，如Pear Deck、Google Form

及Google Form生成器等。

教师专业成长工坊（三）
使用 PEAR DECK 教学   改善学生上课不专心

10月2日(星期六)上午9时的教师专业成长

工坊（三），邀请数学组林蓁巸老师分享PEAR 

DECK软件的教学应用，共吸引了40余位老师参与。

林蓁巸老师带领大家现场实际操作PEAR 

DECK软件的教学应用，并通过PEAR DECK里的不同功能设计题目，让参与的老师实际

感受PEAR DECK的功能。经过了简单的体验后，林老师手把手地分享PEAR DECK中各

个功能的设计与教学使用方式。

PEAR DECK可以与Google slide或PPT相互链接，通过Google slide或PPT中加入

PEAR DECK插件后，使用PEAR DECK的功能。老师在上课时，把设计好的slide或PPT

与同学共享，同学就能同步跟上老师的上课节奏。过程中当老师提出自己已设计好

的问题与同学互动，就能立即掌握同学的回应和参与情况，即时给予回馈或督导，

掌握班级的上课情况。

林老师表示，自从使用了PEAR DECK功能进行教学后，学生上课不专心的情况获

得了改善，过往交白卷的情况也不再发生。同学们学习愉快，老师也教得开心，达

到了我校提倡的乐教爱学的课堂目标。

PEAR DECK的功能特点: 

● 打字功能、 ● 拖拽功能、   

● 绘图功能、 ● 选择功能、   

● 是非题功能、 ●共笔功能、

● 数字评分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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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陈敬谦老师  

教师专业成长工坊（四）
GOOGLE FORMS 的设题与发布

|  邱咏芳老师 |  李庆福老师 |  许长青副主任 |  王翠玲副主任 |  朱键鸿副主任 |  朱伟杰老师

10月9日（星期六）上午9时举办的第四场教师专业成长工坊，

旨在强化各科教师使用Google Forms设置与发布考题，以确保在来

临的线上期末考及初三毕业考中消除技术上的障碍。此次安排全体

教师共同参与，并同时举行中文及英文两个场次。

中文组的活动开场由邱咏芳老师介绍 Google Forms 的基本设置，

并解释了Google Forms 如何从普通的问卷转化为“测验”（Quiz）的

模式，以应用于正式考试之中。邱老师透过实际操作，展示了Google Forms如何创建答案表、评分和反馈的测

验设置。

随后，李庆福老师则讲解了有关设题的方法，并一一说明选择题、填充题、作答题等各类题型在题目设

计上的要点。李老师也进一步介绍了Google Forms题目中插入图片及上传各类文件的功能，而且详尽地提及各

种应注意的事项。

教务处许长青副主任也接着分享有关发布及批阅Google Forms的内容。许副主任当场示范，如何以作业的

形式在Google Classroom发布试卷，同时也解释了在批阅上应该如何设置答案表和整理答卷，包括了后续的派

发与反馈工作。

相同的内容，在英文专场中，则由王翠玲老师、朱键鸿老师和朱伟杰老师一起分享，让不谙中文的老师

也同步提升Google Form的使用技巧。

适逢Google Forms在9月进行进一次的改版更新，这次的工作坊不仅让有经验的老师们温故知新，也让全

体教师更理解Google Forms的功能设置，从考卷设题、发布到批阅的过程有更全面的认识，以便在随后的期

末考中更有信心克服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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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陈胜耀老师  

教师专业成长工坊（五）
善用 Google Form 生成器建立题库   
设计考卷不再费时

|  李锦华老师

长期以来，老师都会利用Word档储存

自己的考题题库，而在线上教学期间，许

多测验与考试都转以 Google Form进行，

若老师一题题把考题从Word档复制或输入

到 Google Form，则会相当耗时。那是否

有更快速又简单的方法呢？

在10月16日（星期六）早上9时举办的教师专业成长工坊（五）中，我校国文教

研组组长李锦华老师，便分享“如何将现有Word和Excel题库汇入Google Form”，

其使用的工具即是Google Form生成器程式。

李老师提到，这一生成器并不属于Google Form所提供的程式，而是峇株华仁中

学数学科郑凯耀主任所编写，并于2020年4月透过董总举办的分享会，把生成器共

享给所有的独中老师复制使用，而李老师也大力推荐我校老师使用。

Google Form生成器是以Excel的格式建立题库后，老师可以依据每次的选题考量进行考题的筛选，再汇

入到Google Form的考卷中。李老师说，每次出考卷时，若是手动一题题复制或输入考题，会相当耗时。使用

Google Form生成器设题库，可以让老师节省很多的时间，很快便能完成一份考卷的出题，进而把时间用在其

他的教学工作上。

生成器有许多的功能，李老师在介绍时提到，郑主任设计了两栏自定义栏位给使用者自行填写，让使用

者能自行定义题型种类以及难易程度。清楚的定义与分类，能让使用者在设计一份考卷时，能很清楚地根据

上述类别，快速地进行考题的筛选，节省时间。

另外，与Google Form原有的多种答题方式一样，此生成器也设有选择题、多选题、简答题、下拉列表、

线性量表等作答方式供选择。老师也可以在生成器中，简易地设定正确的答案及分数，并且预设反馈内容，

如：“恭喜！答对了！”

等，在使用上相当方便。除此

之外，老师也可以把各别考题

设为必填或非必填。

当天，李老师带领我校

老师一步步从复制Google 

Form到自己的电脑中，再指

导如何把Word档中的考题

复制到Google Form生成器

的Excel中，最后再汇入到

Google Form，让参与的老

师们都能自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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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成长工坊（六）
陈彦佑老师编写程式  助老师轻松发还 PDF 答卷

为了让老师们更便捷、更有效

率地发还学生测验或考卷的PDF档

案，我校陈彦佑老师特别编写了一

套自动发还Google Form内PDF档案

的程式，并于10月30日（星期六）

上午9时举办的教师专业成长工坊

（六）中，把该程式共享给全校老

师使用。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在这两

年期间，所有的教学活动都被迫转

成线上的网课模式，测验或考试的

|  陈彦佑老师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形式也不例外，只能透过线上进行。经过不同形式的线上考试后，我校决定在2021下半学年的期末考中，全

面以Google Form的形式设计考卷，要求学生直接在表单内作答，或在纸上手写作答后，扫描或拍照并转成PDF

档案，再把PDF档案上传到Google Form上缴交。

若要求学生缴交PDF档案，老师则会把Google Form收集到的资料和档案，转成Google Sheet，然后点击

个别学生的PDF档案进行批阅。根据老师的批阅习惯，会采用不同的应用程式直接在PDF档案中批注，然后把

该档案发还给学生查看。而这时将会面临的困难，即是老师需要把PDF档案逐个寄回给学生，相当耗时。因

此，陈老师编写的这一程式，就解决了这项困难。

陈老师编写的程式，没有繁

杂的步骤，只需要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让使用者都能轻易上

手，包括输入相关Google Sheet

的链接、老师姓名、选择语言、

学生姓名和学生缴交的PDF档案

在Google Form内的题号等，就能

一次性发还所有已经批阅的档案

给全班学生，节省许多的时间。

除了原有的版本之外，陈老

师也可以按照个别老师Google 

Form考卷的特殊设计，进一步修改该程式，让老师在使用上能更为顺利。例如，原有的程式设计，只能处理

每位同学最多两个PDF档案，但有些老师要求学生缴交超过两个PDF档案，只需要简单修改程式，便能解决这

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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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谢锡福副校长 

苏进存校长荣膺
台湾彰化师大杰出校友

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庆祝“50周年校

庆庆祝大会”，大会颁奖表扬20名出类拔萃

杰出校友。我校苏进存校长获选为行政类杰

出校友，是唯一海外获奖者。

苏校长也是兴华校友，投身华文独中教

育岗位25年，2011年 考获彰师大学校行政硕

士学位，参与创办国 立彰化师范大学马来西

亚校友会之成立。

多年来，苏校长鼓励学子就读彰化师

大，接待彰化师大学生到兴华中学服务与移

地学习。推动该大学在马来西亚开办之教育

专业文凭课程班、硕士班，以提升独中教师

之专业水平。同时，作为中华民国海外侨民

教育保荐委员，积极鼓励学子赴台深造，贡

献良多。

|  彰师大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庄永瑞（左）颁发杰出校友奖证予苏进存校长（中），右为校友会创会会长谢 
锡福副校长。

苏校长努力于办学治校，潜心教书育

人、专业教研工作。在推动华文教育与国际

接轨的同时，秉持扎根中华文化，兼顾传承

与创新，力求精致与卓越作为教育工作的使

命与任务，誓为广大莘莘学子建构更宽广的

人文与科技相结合的学习乐园。除此，也积

极参与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中工委会，成

为中央委员及统一课程委员会委员，参与推

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蓝图及课程改革。

彰師大校長陈明飞博士表示，苏校长在

学校领导及教育行政表现优异；同时积极推

动彰师大在马来西亚的教育事业，拓展彰化

师大与马来西亚华教界的联系交流，进而为

台马教育交流献力，获得遴选委员评选一致

通过荣膺此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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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兴华的培育及
历任董事长丶校长

苏校长因疫情关系不克

亲往领奖，唯发表获奖感言

表示，本身是农家子弟，家

境清寒，从小父母非常重视

教育，希望子女因教育改变

命运，小学毕业后，即到

兴华中学接受中等教育，完

整接受十二年中小学华文教

育，即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修读历史学系，毕业后返母

校兴华中学服务，在兴华大

家庭的专业成长鼓励下，在

历任董事长及历任校长的带领

下，学校教师专业社群形成。

杨忠礼陈开蓉慈善基金助
教师专业提升

永久荣誉董事长丹斯里拿督

斯杨忠礼博士及夫人三机构永久

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

事专为兴华中学设立的10项慈善

基金，其中也著力赞助老师专业

提升，在这样的养分下，老师们

能专注于教育工作，此次承得彰

化师大的鼓励，必将竭力促进彰

师大在马来西亚的教育事业，并

藉此提升师资的专业水平及人文

风气。他也感谢彰师大陈明飞校

长，衷心祝福母校创校50周年，

校务蒸蒸日上，长风万里，万古

长青。

有关奖证于日前寄抵马来西

亚，由彰师大马来西亚校友会现

任会长庄永瑞代表彰师大陈明飞

校长颁予苏校长，由身为彰师大

马来西亚校友会创会会长的谢锡

福副校长陪同。

|   苏进存校长（右二）在2016年新春晚宴与杨忠礼丹斯里拿督斯杨忠礼博
士（左四）及夫人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左三）
合影，其余合影者亦有苏顺昌董事（左一）、时任黄秀玉校长（左二）、
谢锡福副校长（右一）、许梅韵副校长（右三）、莫壮燕副校长（右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