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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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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知识竞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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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统考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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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常时期的独中统考
我校 2021 初中统考获佳绩
初中统考考获 4A 以上的考生（123 人）

8A

蔡佳宏

陈玮铃

7A

刘洛欣

黄佳慧

饶芯宁

6A

林梓恒

李欣睿

5A

郑宇惠、杨佩瑜、王孝铭、

许梓维、陈绮娜、苏怡甄、

黄劭航、黄伟进、郑颖慧、

李伊娃、刘莹萱、黄俊杰、

陈欣仪、黄俊豪、傅晓晴、

李延正、王伟安、郑大宇、

叶冠铭、郑健宇、何彦伸、

叶佳齐、黄蕙珊、陈瑜芳、

洪愉芯、陈宏伟、刘宇恩、

陈筱滢、庄惠斌、郑熙君、

叶瑜譞、陈慧莹、朱嘉怡、

黄子萱、陈用智、罗卓丰、

李明敏、陈恩萱、刘玮正、

黄欣静、赖婧旖、黄宏萱、

邱棛嫣、李筱心、蔡昇宏、

李希婕、陈俊元、张靖安、

郑心昱、黄莘茹、梁铭豪、

郭淑云、黄品扬、萧巧缘、

林微悦、李湉眉、谢依伶、

沈嘉仪、黄橞萱、李佳谕、

郑雪梨、颜子杰、徐浩恩、

黄韵芯、刘玟杉、林贤雅

刘宇靖、洪嘉盛、陈炫恺、

陈智轩、黄柔宜

朱诗蓉、陈妍宇、陆宇玲、
徐静萱、罗意雯、陈昱鸿、
朱心宇、叶翠芯、陈恩琦、
洪振益、吕孙孜、余可纯、
苏禕庭

4A
尤韦锜、陈美豫、林湣皓、陈明蔚、罗婕心、颜家乐、余欣仪、彭俞骞、陈开扬、林芯玫、刘畯紘、陈业苑、
陈子迅、陈颖慧、巫语暄、钟军信、殷睿軒、黄鹤轩、陈晓琪、郑宇晶、吴承晏、李欣珆、黄驷专、徐胜天、
吴文希、龙籍雯、温家毅、吴振华、郑宇翔、颜智鸿、练恩绮、邱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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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常時期 的学习与备考。。。
采访 / 林婕婷 （高三文商礼）、 杨善雯 （初一礼）

遇到了恩人兼朋友
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考获8A，当我看见自己的的成绩时，

刘洛欣
（高一文商义）

我的震惊感难以言喻。果然应了那句老话——“功夫不负有心
人”，毕竟在两年的疫情肆虐下，大家备考都不容易。很庆幸我
遇到了我的恩人兼朋友，总是与我一起讨论备考方案，在这样的
学习方式下，才顺利促使我们共同进步。此外，不得不说，前期

8A

备考时的我是倍感压力的，有赖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才让我有着
继续学习的动力，为此，我对朋友们的陪伴致上诚挚谢意。是他
们，让我得以在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涯中，不留遗憾。

感谢同学带动积极备考
得知自己此次统考荣获佳绩，开心之余也有点出乎预料，因

陈玮铃
（高一理爱）

为自己一直以来在学习上总是有点被动的，是后期在朋友的带动
之下，我才开始积极备考。为此，我非常感谢与我一同备考的小
组同学，是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才让我下定决心努力备考，克服
学习上的难题。最后，我也想感谢父母，是他们给予了我一个很

8A

好的备考环境，让我可以心无旁骛地为统考做好万全准备。

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全身心投入备考
在准备统考的过程中，我发现到上课专心听讲，远比课后花

黄佳慧
（高一理孝）

费加倍的时间学习更有效率。在上课时遇到不理解的知识点，课
后我会即刻询问老师或朋友，不会让这一些难题堆积，以免导致
自己跟不上学习进度。此外，我认为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让我全
身心投入备考，为此，我每天会抽出时间来运动，在加强身体素

8A

质的同时，也帮助我缓解压力。

焦点

适当疏解长时间读书的压力
对于成绩，没有信心的我本未抱有太大希望。但是在看到成

林梓恒
（高一理信）

绩的那一刹那，除了颇为满意，更多的是出乎意料。对于自己可
以考获这样的成绩，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好朋友，是他带领着
被动的我，成为了我学习路上的主要动力。由于渐渐受他影响，
我也开始专注于上课。在遇到不会的题目时，我也会自己上网搜

8A

寻资料或是翻阅课本。备考期间，我还会安排一些时间看漫画，
用来疏解长时间读书的压力。

做足准备，以平常心应考
在备考的过程中，比较困扰我的科目，主要是历史与地理这

蔡佳宏
（高一理仁）

一类需要大量记忆的背诵性学科，为此我付出了较多的努力，而
其余科目我也通过大量刷题，来确保自己已经掌握所有知识点。
只要事先做足了万全的准备，确保自己之后能保持平常心对待考
试，避免应考时过度紧张，就不会出现答题失误的情况。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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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灯 10 分钟”活动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培养环保的自主性
采访报道 / 郑敏甜（高三文商勇）、刘恩琪（初一廉）

你知道吗？人类每天要消耗一百万太焦耳

活动当天，全校熄灯的广播在9时10分准时

（TJ）以上的能量？这相当于75亿人每天24小时、

响起。全校教职员生在广播同学的呼吁之下，井

每小时烧开70壶水所需要的能量。据估计，到了

然有序地在教室和办公室熄灭电灯，同时也把风

2040年，世界能源消耗相较于今日，将增加近50％

扇和冷气机的电源给关上，教职员生就在这么一

的耗能。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对能源的消耗已

个没有灯光的校园内休息，感受着自然之风的惬

经给地球造成了巨大隐患。

意清凉。10分钟后，全校随即恢复明亮。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旨在提高

广播主持同学提到，节能减碳不应只是地球

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动员民众参与环保运动，

日的专属活动，而该成为我们的日常习惯，这样

希冀通过绿色低碳生活，改善地球的整体环境。我

才有意义。高三毕联会也希望通过本次的活动，

校训导处与高三毕联会配合这一天，在4月22日（

能够让全校教职员生了解能源的可贵，同时也吁

星期五）联办了一场“熄灯10分钟”活动，以提高

请大家珍惜地球所给予的资源。本次活动的口号

全校教职员生对节能减碳的意识。

为“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意指全体教职员生

为了更好地推广活动，卫环股负责同学早在4
月18日至21日早上的班导师时间，已持续进行长达
一周的广播宣导。他们透过广播向老师与同学们分
享相关的环保知识，如《当前资源耗费的情况》、《
节省能源的方法》及《地球日的相关介绍》等课题。

应该培养环保的自主性，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主动
节能减碳的习惯。
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愿我们的微薄之力
可以带动身边的人，为保护地球出一份力。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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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叶杏倪（初一廉）
“熄灯10分钟”对我来说很新奇，因为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活动。在熄灯的10分钟里，我
同时感受到了短暂的宁静与燥热，也让我更珍惜平常唾手可得的电源与风扇。我认为，本次的
活动是为了提醒我们要保护好地球，因为地球的环境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我认为，人人都应该养成随手
关灯、节约水源等环保的行为，因为“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地球
苏信翰（高三文商勇）
在校六年，我校第一次主办“熄灯10分钟”的活动，让我体验了一段不一样的10分钟。虽
然只是短短的10分钟，但过程不免让人内心有些躁动，可是大家都默契地待在班上享受这片刻
的宁静。没有风扇和电灯虽是不便，却也让我更明白资源的可贵。期间，我也不禁回顾及反思自己平时的行
为——是否有做到节省能源及环保？
在这个资源逐渐耗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保护地球付诸行动。世界地球日就像是唤醒人们环保意
识的一个节日，让大家一起节约能源，积极响应环保。环保其实并不难，只要把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忽略的
小细节做好，如随手关灯。只要每个人都能把这些小事做好，我们就能为节省资源出一份心力，共同保护属
于我们的地球。

一起来当“环保小卫士”
陈盈卉（高三文商礼）
作为高三毕联会的卫环股，我们希望推广一项能够让全校教职员生共同参与的活动，提高
大家的环保意识。起初在设想时，我偶然想起小时候每逢世界地球日，父母就会提议关灯1小
时，于是便有了这次的活动方案。为了更好地宣传本次活动，我们也预先进行了长达一周的广播宣导，希望
能与同学们分享攸关环保的各种小知识。
人们其实大多都了解环保的道理与意义，但却不愿意付诸行动。因此，本次活动强调“绿色在心，行动
在手”，主要希望同学们能有节约能源的自主性。这也是本次活动采取“自主熄灯”的主要原因。在活动前
的几天，我们也对活动有所顾虑，担心熄灯及关风扇后会造成大家的极大不便。所幸，在多方面的宣导下，
当天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大家都主动配合广播熄灯，反响也很好。
希望本次“熄灯10分钟”的活动，能有效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让
大家知道节省能源的重要性，拥有爱护地球的自主性。我知道，纵使一
个人的力量很微薄，但小小的举动却能给地球带来更多生机。希望兴华
的师生们都一起来当“环保小卫士”，从保护身边的环境做起，为地球
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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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家教协会会员大会

“一个都不能少” 拨款 20 万令吉支持董事会的纾困基金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我校家教协会于4月23日（星期六）上午11时，假陈开蓉大讲堂召
开了2022年度会员大会。刘金城主席提到，家教协会秉持我校“一个
都不能少”的信念，于2020年拨款20万令吉支持董事会成立的纾困基
金，以护助在疫情期间经济受影响的家庭。另外，家协也在2021年拨
款3万660令吉，用以奖助61位助学金同学的午餐津贴。

□ 刘金城主席

另外，他指出，家教协会并没有收入，现有资金大部分主要从我
校2019年举办的“623义卖会”中筹获而来。他认为，由于这些资金是
属于普罗大众的，因此在家长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拨出来，用以回馈社
会。他说，家教协会持续秉持我校“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只要学
生遭遇困难，就一定会想办法协助他们。

感谢理事们出钱出力
此外，刘主席在会上也特别感谢家教协会的理事们过去一年出钱
出力，积极参与每一项活动，让活动顺利完成。他提到，家教协会在
2021年共办了10场与防疫抗疫知识、心理卫生及亲职教育相关的主题
讲座和1场工作坊，出席总人次超过4000人次。
除此，家教协会还完成了更新及维修校园饮水系统，让师生健康
更有保障。理事们也乐捐共1万7200令吉，作为谢师宴感恩午餐和礼物
的费用。

校园动态

□ 派送谢师宴感恩午餐和礼物。

刘主席表示，学校如果要全面发展校务，董事会、家教协会、校
友会三机构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他特别感谢董事部和校方，近几年对
家教协会的支持，并且密切合作一起改善学校的硬体设备，使学务蒸
蒸日上。
他也特别感谢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兴华中学家教协会
慈善基金的资助，纾缓了家教协会极大的财政压力。其中，能够申请

□ 苏进存校长

的项目款额为筹办义卖会2万令吉、教师家长联谊活动和谢师宴各1万
令吉，以及大师演讲和讲座各5千令吉。

上下学交通堵塞问题
当天出席会员大会的家长，大部分为初一新生的父母。其中，有
初一新生的父亲表示，上下课时段学校周边交通堵塞的问题，让他感
到非常困扰，长长的车龙更导致孩子面临上学迟到的风险。

□ 李荣兴副校长

苏进存校长、总务处黄志光主任表示，校方已经尽最大努力在改
善相关问题，积极采取各种举措加以处理，包括向交通警察局申诉、
聘请志愿警卫团（RELA）协助维持交通等，相较以往，情况已经获得
改善。但由于校园周边有多达6所学校，导致特定时段车流量之大的问
题难以完全解决。不过，校方接下来依然会继续探讨更多改善的办法。
当天，就上学时段交通严重堵塞的议题，包括刘主席在内的许多
家长，也不吝分享自己的经验，建议家长们提早出门，指出只要善巧
地避开车流量高峰时段，就能快速抵达学校，避免迟到的情况发生。
训导处主任李荣兴副校长也温馨提醒，希望家长们可以要求孩子在车
上就先行背好书包，当汽车抵达校园周边时，以6秒的速度赶紧下车，
好让家长能快速驶离，这将有助于减缓交通堵塞的情况。

□ 黄志光主任

9

10

校园动态

初一学生半日营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更远！”
采访报道 / 邝安琪（初三礼），陈芷妤（高三文商和）

为了促进初一学生之间的关系，我校辅导处分别于3
月26日、4月2日以及4月9日（星期六）三天的早上7时30
分，在朝阳堂举办了初一学生半日营。每个星期六分别有
200名左右的初一新生参加本项活动。
在活动开始之前，初一学生先通过“我们欢迎你”的
环节与组员互相认识，并选出各组的小组长。
之后，活动在辅导处谢广婷主任
的说明以及一支负责同学的欢迎舞
下，正式拉开帷幕。同学们也通过
破冰游戏来进一步地认识彼此，同
时高喊各组的口号来凝聚彼此以提
高士气。随着活动的进行，同学们进

□谢广婷主任

入制作组旗的环节。根据老师给予的
指示，同学们必须透过现有的工具进行手作，在白布上使
用规定的三种主色，即红、黄和蓝色（颜料三原色）来作
画，并在50分钟后到台前向大家介绍各自的组旗。
经过了一上午的活动以后，初一学生在组长带领下，
回到了各自的课室进行小休，并进行拟定班级口号的讨
论。接下来，同学们再次回到朝阳堂集合，通过谢主任呈
现的一项性格测试，对自己的特质进行检测，再向大家分
享所得到的结果。待分享结束后，初一学生们以班级为单
位，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呈现出各班的口号，将活动气氛推
向高潮。

差异产生互补作用
在半日营落幕前，谢主任对整体活动做出了总结，并
给予初一学生一些忠告。她相信，同学们性格上的差异可
以产生互补的作用。她也认为，以欣赏的眼光接受并学习
他人与自己的差异点，不仅能促进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和
谐，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团结力量。
活动临近尾声，初一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回顾了当
天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并填写了回馈表。整场活动以拍摄
大合照为所有初一学生的半日营划下句点。最后，老师以
一句“如果你能欣赏我的不一样，你就和我一样可爱”与
各位同学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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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许自己拥有良好的领导
能力

彭启翔（初一信）
在这次的活动里，我最喜欢的

11

学到如何带领一个组别
杨宇燮（高三理忠、小队辅）
在这次的初一学生半日营里，
我最喜欢的环节是制作组旗，因为

环节是制作组旗活动，带给我很多的参与感，而且

在进行这个环节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参与度，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起合作，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

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相互激荡，经由各种

组旗。同时我跟同学的感情也变得更好。活动前，

想法的统一与整合，再亲手制作出属于自己的组

有一些同学我不曾跟他们沟通过，但是通过分组合

旗，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努力的成果。除此，通过

作的关系，我们之间有了沟通，也更了解彼此。活

这次的活动，还可以看到初一新生整体的关系变

动中，我还学习到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如

得更加融洽，这样一来，就能让我们的组长更加

果以满分5分来看，我会给这场活动打4分，缺少1

容易地观察每一位同学，毕竟每一位同学都有自

分的原因是，我认为没有事物是十全十美的。若有

己的主意和想法，在讨论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谁

机会，我还会选择再次参加这类活动，因为可以让

是比喜欢提意见，或是较为安静的同学。一方面

我结交很多新的朋友，且能更增进对班上同学的认

是促进他们彼此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是想让组长

识。除此，我还从带领我们的学长和学姐身上，看

更了解同学们的个性和性格。回想我当年初一所

到了优秀的领导能力，毕竟要带领我们初一学生，

参加的活动，和现在的半日营比起来还是会有一

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我也期许自己能像他们

些差异，因为我是住舍生，所以参加的是为期三

一样，拥有良好的领导能力。

天两夜的活动，但是今年的仅仅是半日营。在我
看来，想要在半天的活动中让彼此留下的深刻的

学习到“团结就是力量”

印象与记忆其实不易，也较难促进新生之间的关

何佩雯（初一信）

以通过半日营更加了解自己的同班同学。另外，

系。但如果让我回到初一那年，我相信我还是可

此次的“初一学生半日营”让我

作为负责人的我肯定有所获益，这次活动中，

获益不浅，当中我最喜欢的活动环节

我所带领的组别较为文静，让我从中学习到如何

为组内的破冰活动。经过半天的活

带动气氛以及开启话题，更重要的是，我学习到

动，我与已经结识的朋友之间的感情也有所升温，

了如何带领一个组别，抑或是向组员传递活动详

并且从各项活动中深刻地学习到“团结就是力量”

情。针对我所带领的组别，在满分为5分的情况

的道理。若活动满分为10分，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予

下，我会给他们打4分，保留的1分，在于当天他

满分，并且非常愿意再次参加这类的半日营。由于

们都需要早起，所以精神状态看起来没那么好，

带领我们的负责人是在校的学长学姐，所以我也从

但他们仍然会努力给予组长许多的回馈，同时也

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许多可以学习的优点，例如在该

会认真聆听每一次的讲解，确实难能可贵。

严肃的场合就该严肃的严谨态度，以及强大的领导
能力。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我希望自己会以负责人
的身份参与活动，因为有趣的同时，还可以让我有
所增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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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协会办“允许自己选择爱”讲座会

学会善待自己 与过去的伤害和解
采访报道 / 陈俐棋（高三文商礼）、郑雪暄（初二义）

4月7日（星期四）晚上8时，我校家教协会于ZOOM平台举办了一场题为“
允许自己选择爱”讲座会，并邀请冯以量硕士担任主讲人。
冯老师表示，每个人应该学会善待自己，尝试放下过去的伤害，而不再
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时，才可以真正和过去的伤害和解，这就叫“允许自己选

□ 冯以量硕士

择爱”。他认为，允许自己选择爱，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爱不到自己
也没什么大不了，但要学会善待自己。毕竟那些曾经被伤害的经验，并不是
自己可以决定与主宰的，但是可以选择不让这些伤害长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
冯以量硕士是辅导工作人员。2006
年，他不幸罹患严重耳鸣、心悸、夜间盗
汗、脊椎错位等病情，这使他不得不躺
在床上静心修养。在修养期间，他询问
自己：“如果自己现在就离开这个世界的
话，还有什么事情想做的吗？”当时他立
马构思《把爱带回家》的相关内容。随着
自己病情的逐渐康复，他也恰好将《把爱
带回家》给写完了。此书于2008年出版，
随后于2020年受台湾一所出版社改名为
《允许自己选择爱》后再度发行。

承诺成为助人者
冯老师分享到，在离开自己的家乡前，他曾对他的外婆说了这么一个故
事。有一位年轻人将海滩上搁浅的小鱼——丢回大海。这时，一位老人告诉
年轻人，海滩上的鱼如此之多，单凭你个人之力，不可能解救所有的小鱼。
年轻人却回答道：“只要我愿意捡起一条小鱼，我就顺利改变这条小鱼的生
命了。”同理，冯老师自知无法改变这个社会上林林总总的问题，可是他向
外婆承诺，自己将成为一个助人者，并继续努力地爱着自己。冯老师为这个
故事总结道，在生活中扮演的大多角色中，自己是最为重要的。
在第二个故事中，冯老师分享了自己的父亲因曾被恐吓而签下高利贷，
最终不得不连夜落跑的故事。在冯老师二十出头时，他开始会对一些与他父
亲极为相似的男性长辈产生一股莫名的愤怒与恨意。后来，他在一次辅导课
程中，遇到一位建议他原谅父亲的学长，但他当时因心里还抱着对父亲的仇
恨与怒气，自然拒绝了学长的建议。

校园动态

就在那晚，冯老师失眠了，
辗转反侧的他想道：“如果我原
谅了我父亲，那我和他之间还剩
下什么？”冯老师后来在写给他
父亲的信上如此写道：“爸爸，
你当初也是一个没有父爱的儿
子，我怎么能够要求一个没有父
爱的儿子，长大后有能力去爱他
的儿子呢？”就在那一刻，冯老
师释然了，也真正放下对父亲的
满腔怨恨。

从多方面看待事情
郑安涵（初一勇 ）
我是通过华文老师的推荐而参加这次的活动。活动有达到我
的期望，只是有一点遗憾，因为参与者大部分都不是与我同龄之
人。我非常同情冯老师的遭遇，听到他分享自身的过去时，还一度感动到落泪。
如果我是故事中的人物，或许我会在冯老师生气时就尝试跟他解释清楚父亲的为
人，尝试让他不去一直憎恨他的父亲。在这次的讲座中，我学到了要从多方面看
待事情，不要看到某个面向就妄下定论。

处理事情前先了解清楚
陈杰宏（初一仁）
我当时在面子书看到这项活动时，就暗自觉得这个活动应该
会很有趣。一开始比较期待这个活动会有很多故事可以听，所以
才下定决心来参加，最后也确实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我对冯老师的经历非常同
情，他的父亲抛弃家人，甚至将家里的钱都卷走了。最后，冯老师通过姐姐，才
得知父亲是出于自己的原因才选择离开的，所以他那几年的气愤和难过似乎就都
变得没有意义了。我认为，他在情绪的当下，应该要先冷静下来，不要自暴自
弃，或许就不会白白浪费几年的时间去憎恨自己的父亲了。除此，这个讲座会还
告诉了我，遭遇或看到任何事情时，不要着急下定论，应当要先搞清楚事情的前
因后果与来龙去脉，才判断自己应该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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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C Reading Club#5 The Kiss
Diving deeper into family conflicts,
religion and cultures.

Reported by ELC

□ Dr. Too, chairing ELC Reading Club#5 - The Kiss.

On 8th April 2022,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held its first reading club of 2022 on a short story
entitled "The Kiss" which won a Consolation Prize
in the National Short Story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Shell and New Straits Times in 1995. The kiss,
which was written by Malachi Edwin Vethamani,
is a story that bravely explores family conflicts and
gives life to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of an Indian Christian in Malaysia. The reading club
was chaired by Dr. Too Wei Keo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As usual, the reading club was held online
via Google Meet, and was joined by 17 students
and four teachers. Dr. Too started the event by
introducing the author of the short story, Malachi
Edwin Vethamani, who is an Emeritus professor
in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He also took
some time to show the participants some of his
publications. One distinct feature of Professor
Malachi’s works is that the language used in his
text is often simple and easy to comprehend,
making them suitable for learners of English
language as a second language. He also often
explores the theme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provides his audience snapshots of the life of
everyday Malays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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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brief introduction, Dr. Too invited the participants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on what came to their mind when they first saw the title of the
short story. Many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at they initially thought it was
a story about romance but were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it is about a young
Indian Christian named Bala who has just lost his Periappa (uncle) and his
unwillingness to give a final kiss to the demise, ultimately leading him to
ponder on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uncle.
The highlight of the session is when Dr. Too got the participants to
share the different cultural and religious rituals performed in funerals. Miss
Jhanani explained that in Hinduism, the bereaved grandchildren would often
be seen carrying torches around the pyre as a symbolism of brightening
the path of the deceased to the afterlife. Miss Malini, who was an English
teacher in Hin Hua High School, added that the practices are for closeknitted relatives and not compulsory for friends. Many of the participants
found Miss Malini and Miss Jhanani’s sharing eye-opening as they have
never been to a Hindu funeral before. Their sharing also gave opportunities
to the participants to recognize the large amount of cultures that exist in
Malaysia and the importance of celebrating differences.
Before ending the session, Dr. Too invited all participants to leave
short thank-you notes to Professor Malachi for permitting the free use of his
prize-winning short story in ELC Reading Club#5 in Padlet. Dr. Too also
thanked all the participants for showing up and encouraged the participants
to continue reading English literature texts in future.

□ Some of the lovely thank-you messages from the participants to Professor Mal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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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高中华语辩论比赛决赛

高二理信夺冠 最佳辩手：陈宇轩
采访报道 / 严翎诗、黄钰婷（高三文商和）

为了激发学生对辩论的兴趣、了解辩论的性质，同时

的同学分别为陈欣仪（高一理孝）、叶施彤

提升学生的思辩与表达能力，我校课外活动处与辩论校

（高一理仁）、王伟安（高一文商平）、陆

队，于3月及4月份联袂举办了一场高中华语辩论比赛。

宇玲（高一文商勇）、赖诗月（高二理爱）

本次比赛共分为三个小组，即A组（高一）、B组（高
二）和C组（高三）。比赛采取淘汰制，由参赛队伍抽签
决定对手，最后根据对垒表进行对决。最后，三个小组的
冠军将进入总决赛，是以循环赛的方式进行。
3月22日（星期二）比赛正式拉开帷幕。经过各场精
彩绝伦的比赛，高一理孝、高二理信及高三理仁成功脱颖
而出，在各自小组中获得胜利，进入总决赛。总决赛于4
月13日（星期三）和15日（星期五），在协作学习室1及
潘斯里杨陈开蓉大讲堂举行。

、陈宇轩（高二理信）、许智翔（高三理
忠）、廖于琪（高三理孝）、林旻仪（高三
理爱）及杨玮杰（高三文商廉）。全场最佳
辩手则是来自高二理信的陈宇轩。
评审方面，共邀请了31人，包括校内评
审：苏进存校长、谢锡福师、张嘉俊师、
刘兼阀师、黄才扬师、陈思凡师、白黄采欣
师、黄晓云师、符彩英师、朱键鸿师、严伟
扬师、陈敬谦师、林坤贤师；校友评审：雷
贤棋、陈敬研、陈子扬、黄善如、陈玮德、

总决赛的辩题为“元宇宙使人更自由或更不自由”。

林如意、林蔚雯、吴婕绮、王诗敏、方玮

比赛环节分为立论、质询、质询小结、对辩、驳论及总结

琳、陈欣滢；校外评审：沈彦荣、黄俊源、

陈词等六个环节。比赛过程中，双方辩手据理力争、你来

辜嘉荣、黄则凯、林凯旋、曹永铭、黄麒达。

我往，表现得非常精彩。在多场赛事中，荣获最佳辩论员

2022年高中华文辩论比赛优胜名单如下：
冠军：高二理信 - 陈宇轩、萧乙恒、郑健隆、杨凯丞、张鏸匀
亚军：高一理孝 - 黄佳慧、杨佩瑜、陈欣仪、颜子杰、蔡抒轩、郑健宇
季军：高三理仁 - 郭思伲、徐梓严、张宇恒、林昕肯、邹欣彤、林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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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评审老师与2队参赛决赛的同学们合影。（前排左一起）兴华中学前辩手王诗敏学姐、苏进存校长及
马来亚大学前辩手林凯旋学长。

47天的参赛过程
陈宇轩（高二理信，全场最佳辩手）
据我所知，校内辩的筹办方式是初中高中每年轮替举办。在初三
时，由于疫情的关系，比赛取消了，直到今年，才再度迎来了“疫后”
第一次，也是我毕业前能参加的最后一次校内辩。为了不想留下遗憾，
于是我在班上同学的邀请下，就毅然报名参与了。去年基于一些原因，
我不怎么参与校外辩论赛。因此，辩论技巧难免变得有点生疏，所以当
我真正上场时，我一度是犹豫的，但幸好没有尴尬或怯场的表现。
获得冠军，我感到非常幸运，或许是获得了幸运之神眷顾吧！我们
能熬过五场比赛，一路过关斩将，说实话，真的很感动。真心感激自己

□ 荣获全场最佳辩手的陈宇轩
从张嘉俊老师手上接领奖状。

还能与同班的队友们一同分享这份喜悦。队员间轮流上场，辩位依照各
自习惯分配。几位队友特别有喜感，真是不错的默契！除此，当得知自己是全场最佳辩手的那一刻，感觉自
己选择继续辩论这个决定是对的。“再待下去看看吧！”这种信念又变得坚定了许多。

过程将成为难忘回忆
我们从三月短假就开始准备比赛，我们会各自负责查阅不同的资料，整理筛选，锁定方向。然而实际练
习的时间相对比较少，我们一般都是找其他参赛队伍一起练习。一路走来，共47天，经常感觉时间不够用，
因为一场比赛结束时，第二场已接踵而来，我们又得忙着准备下去。虽然小组循环赛结束时，难得有几天可
以休息，但又都花在测验和笔记上了。对我而言，决赛那一个星期是最恐怖的，因为所有测验刚好都集中在
那几天，时常感到左右为难。虽然最后一场决赛当天有物理测验，但所幸最后一切都非常顺利。这47天过得
非常充实，大家一起经历的过程都将成为各自难忘的回忆。
总之，感谢筹委团、课外活动处、愿意抽空担任评审的老师、陪我们一起练习的其他参赛者、高二理信
的同学，以及最无私的队友，与我共构了这段美好回忆。

18

校园动态

□ 荣获冠军、亚军和季军的队伍一起合影留念。

辩论“小白”的蜕变过程
张鏸匀（高二理信，辩论赛冠军队）
我参加这次辩论比赛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弥补初中因疫情而无法参赛的遗憾。犹记得初中
时，我曾跟班上的同学组队参加初中级别的辩论比赛，可惜准备了许久，却因为一场疫情而付
诸流水，当时只觉可惜极了。幸运的是今年又再度有了参赛机会，在班上同学的邀请下，我决定把握毕业以
前最后一次的机会，为我的高中生涯增添一份新体验与新的回忆。
作为一个辩论“小白”，我在这次比赛的表现算是中规中矩，但我见证了自己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
白，到一个能够上场与对手进行基本抗辩的蜕变过程。一开始练习时，我总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进行辩
论，因为我的思路不仅不怎么清晰，也往往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表达什么。但与队友一同负重前行、努力训练
之下，我总算是慢慢步入了轨道，得以与他们共同进步。
赛前，我们做了许多的资料查找、技术训练，也邀请过其他参赛队伍进行了数场友谊赛，用以增加自身
之实战经验。我们的团队中有好几个伙伴，包括我，都是第一次接触辩论，但我发现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
默契。即便有时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轨道，作为“火车头”的宇轩还是有办法把我们重新带回正轨。在大家
相互配合、通力合作下，备赛过程总算轻松一些，也才能够携手坚持到最后。
成绩公布前，我们是非常紧张、期待又好奇的，所以在宣布我们夺冠的那一刻，我们先是感到震惊，后
来才回过神来，激动地看着身边的队友们。这时我感受到了大家因夺冠而感动的心情，并沉浸在这份喜悦之
中。毕竟我从来都没想过自己能顺利地跟他们一起熬过这艰难的备赛路程，并在47天后，成功获得这专属而
独家的荣誉，因此，这得之不易的冠军也让我十分珍惜。

准备比赛兼顾课业
回想在备赛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就是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下度过的，尤其是到了总决赛的两场循环赛之
际，因为在准备比赛的同时，我们还要兼顾课业与测验，导致那个星期基本上都是在熬夜和早起备赛中交叉
度过的。庆幸的是，我有这帮队友，能与我一起度过艰难的时刻，彼此苦中作乐，让原本有点枯燥难熬的日
子多了几分欢笑与嬉戏。此外，这次的比赛让原本较不熟络的我们顺利打成一片，一起经历了各种的酸甜苦
辣，也创造了只属于我们的珍贵回忆。非常感谢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以及无时无刻都在支持我们的每一个
人，让我还能够在所剩无几的高中生涯中拥有这一段不平凡且珍贵的回忆。虽说是我高中生涯中第一次，也
是最后一次的校内辩，但这趟旅途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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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提升临场反应及口语表达能力
萧乙恒（高二理信，辩论赛冠军队）
这次的比赛主要是我主动找人组队一起参赛的。与班上的同学相处时，我发现了有好几位
同学的口才很好，可谓口若悬河、舌绽莲花，而且我想要亲自体验辩论的感觉，便毅然决然地邀请了班上的
同学一起参加这场辩论大赛。同时，我也想要通过这次的比赛，来提升自己的临场反应及口语表达能力。
在将近一个月的比赛里，我个人是相对紧张和压力的。因为我除了要花时间备赛之外，还需要同时兼顾
学业进度，当中辛苦，可想而知。尤其是某些时候，当比赛当日或是前一天恰好碰上测验时，我就需要花费
更长的时间来准备比赛和测验了。犹记最后一场决赛当天，恰好碰上了物理测验，所以前一晚除了把大部分
时间投注备赛之外，还牺牲了一定的睡眠时间来准备测验，不过这些紧张和压力在比赛结束后也随之烟消云
散了。
在前几场的高二循环赛中，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可能是初次抡刀上场的关系，导致我总有一种不
自信且紧张的感觉。所幸的是随着比赛的持续深入，以及队友的不断鼓励，这种不自信的感觉已在逐渐减少
了，这也让我在之后的几场比赛里更有信心去面对不同的对手及辩题。

团队配合坚持到最后
除此，我看到我们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的赛前准备变得越来越精简。关于辩题的准备，我们会找相关的
论据，提出论点等。我准备的部分是关于攻防和驳论技术上的练习。至于在团队配合方面，大家分工合作，
尽量完成宇轩交代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会在赛后做小小的检讨，彼此提出一些在技术上的意见。团队配合
是决定我们是否能坚持到最后的原因之一。
我并没有想过我们最终会夺冠，因为对手非常强大。当得知我们获得冠军时，我既惊喜又欣慰。惊喜的
方面是没想到我们真的夺冠了，而欣慰的原因是经过长时间的备赛和比赛，我们有所收获。在这里我再次感
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我们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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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学生热烈参与
全校常识比赛再现疫前盛况

采访报道 / 黄英莲主任、刘怡君（高三理孝）、朱雨晴（初一平）

全校常识比赛是我校课外活动处指导下其中一

决赛于4月21日（星期四）下午2时举行，地点

项重要常年活动，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对时事和常

在潘斯里杨陈开蓉大讲堂，当天观众有二百五十余

识的兴趣、思考与反应能力，以及推广校园的阅读

人。在决赛开始前，由图书馆主任黄英莲老师先行

风气。是项比赛今年进入第26届，由图书馆服务团

颁发感谢状给众位评审，他们分别是谢锡福老师、

轮值主办，学长团、史地学会联办。

严伟扬老师、刘兼阀老师、李钧皓校友和吴书航校友。

本届全校常识比赛吸引了全校各班共组90队及

在司仪宣读参赛者须知后，初中组决赛于2时

44名学生个人报名参赛；共有404名学生参赛。比

15分开始。决赛是以电脑同步投射题目和计分，并

赛分初中组和高中组，初赛于4月10日（星期日）

配合电子按钮控制抢答的方式进行，除指定作答、

早上9时45分至10时30分，以线上笔试的方式进

补答，当台上的双方无法解答提问时，问题则开放

行，参赛者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作答80题选择题。

让观众抢答，使观众也有参与感。

在通过初赛的海选后，成功进入决赛的班级分别是
初中组的初三廉、初二爱及高中组的高三理忠、高
三理仁。

本届比赛初中和高中组皆各设45道题目，首
先进行个人轮流作答的环节，进行4轮，共作答32

□ 主办团体图书馆服务团总负责老师黄英莲主任（右三）颁发感谢状给评审团。右起：谢锡福老师、严伟
扬老师、刘兼阀老师、李钧皓校友和吴书航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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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委与评审合照，摆出“赞”的手势，宣示本届常识赛圆满结束。

题；随后进行团体抢答，两队共有13题的抢答机

谢锡福老师、严伟扬老师、黄英莲主任、潘明联

会。初中组比赛结果初三廉胜出。休息15分钟

老师、黄晓云老师、庄慧敏老师、林志康老师、

后，接着轮到高中组进行一决高下的比赛。两班

马佩君老师、朱键鸿副主任、陈敬谦老师、林坤

表现不分上下，分数交替上升，最后，高三理忠

贤老师、刘兼阀老师、苏爱云主任、洪福孝老

以一分之差，险胜对手，赢得了冠军！

师、颜毓菁老师、鄭幃銜老师、陆勇志老师、汤

学校赞助，免报名费
图书馆主任黄英莲师表示，在疫情期间，为
了鼓励同学们参加常识比赛，校方决定在经费上
支持常识赛的筹办，各班参赛免交报名费，并允
许同学以个人报名参与初赛，这些决定是历史性
的，即从今往后，同学们参加常识比赛都将免交
参赛报名费，无法筹组队伍的各班同学，可个人
报名参加常识初赛。

菁绿老师、白黄采欣老师、王怡婷老师、郑理轩
老师、李宛云老师，以及李钧皓校友，感谢老师
们成就赛事圆满成功。
评审之一的吴书航校友表示，有幸受母校兴
华中学邀请返校担任常识比赛决赛评审。回校之
余，也体验了久违的校园气息，在经历了两年空
荡荡的校园后，如今可谓恢复昔日生气，莘莘学
子们的身影充满了整个校园，非常热闹。由于疫
情缘故，线下常识比赛已停办2年之久，今在配

在经历了2020年停办，2021年完全以线上方

合国家政策和校方防疫措施下，2022年校内常识

式举办常识赛，今年筹委会同学都没有办线下实

比赛如期圆满举办。恭喜所有获奖班级和参赛学

体比赛的经验，常识赛能顺利成功举办，筹委们

生，感谢筹委和审题老师的悉心准备，也希望全

无疑是感觉放松和喜悦的。

校常识比赛能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在竞技之

本届常识比赛获得苏进存校长、课外活动处
在行政上的支持，以及总务处在场地和器材上的
支援，并获得各学科老师为常识赛审题，他们是

余，更提高了学生们的国际视野和认知层面，可
谓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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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26届全校常识比赛成绩

□ 刘兼阀老师颁奖给初中组冠军队伍。

□ 刘兼阀老师颁奖给初中组亚军队伍。

《初中组个人奖》
1.张铭轩（初二爱）；2.洪浩正（初三仁）、苏奕帆（初三勇）；3.陈若恒（初一平）；
4.许艺胜（初一和）；5.赖妮可（初三和）；6.吴静儿（初三廉）、黄诚康（初三廉）、
林国展（初二爱）；7.林浩宥（初三和）、庄惠晴（初三仁）；8. 王宏正（初二爱）

《高中组个人奖》
1.许智翔（高三理忠）；2.陈颖暄（高二理爱）；3.林昕肯（高三理仁）；4.萧乙恒（高二理信）；
5.陈宇轩（高二理信）、谢嘉晟（高三理忠）、郑俊涛（高三理忠）、林芝勤（高三理仁）；
6.徐梓严（高三理仁）；7.张靖安（高一理爱）；8.郑锦诚（高三理爱）、郑健隆（高二理信）

《初中组团体奖》
冠军：初三廉（李征轩、吴静儿、卢思颖、黄诚康）；
亚军：初二爱（张铭轩、王宏正、林国展、郑家祥）。

《高中组团体奖》
冠军：高三理忠（许智翔、谢嘉晟、李子怡、郑俊涛）；
亚军：高三理仁（张宇恒、徐梓严、林芝勤、林昕肯）。

□ 谢锡福老师颁奖给高中组冠军队伍。

□ 谢锡福老师颁奖给高中组亚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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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友就是最坚强的后盾
李子怡（高三理忠）
曾参加线上常识比赛的经验，让我更期待实体赛带给我的惊喜，加
上我还受到朋友的邀请，因此决定参加此次的常识比赛。说实话，我们
团队原本就是朝着冠军的目标在努力。能获此殊荣，虽感到有点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在备赛方面，我们先将题目的性质划分为几个方面，譬如时事、历史、地理、华
教等，接着再进行分工，俊涛和嘉晟负责时事，历史和地理则是由我和智翔负责。队
友就是最坚强的后盾！在备赛期间，由于高三的课业压力也挺大，所以主要靠的是平
时的积累和赛前几天的熬夜冲刺。此外，我认为，我需要改进的地方是，自己有些固
执地待在舒适圈内。由于我之前不甚偏好时事方面的课题，所以导致自身在相关方面
的知识异常匮乏。因此，我还是需要多阅读、多关心周围发生的人事物。
当然，比赛考验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储备，还有心理素质，有些时候，抢答失败的
一分之差便足以决出胜负。回顾整个参赛过程，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除了参与其
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外，更促进了自身与队友、对手之间的信任和交流。“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于我而言，过程中的这些收获远比名利重要太多。高三生本自一
体，我们曾在近几年的各种比赛中相互交锋过，彼此之间也算是老对手了，虽偶尔为
敌，我们相处的氛围却依然欢乐、热闹且融洽。出言有尺，玩笑有度，大家相互尊重、
放松却不放肆。总而言之，敬队友，也敬对手。
最后，想对未来想参加常识比赛的学弟妹说：“趁时还多、人犹未老，不妨多去
精进自身、认识他人！”

关注新闻有利于开阔视野
吴静儿（初三廉）
荣获本校常识比赛初中组的冠军是我始料未及的惊喜。原以为我们
应该不会拿到冠军了，但在比赛中抢答方面恰好有几题是我会的，再加上与队友们的
相互配合、临场反应和知识储备的共同的努力下，我们“误打误撞”地获得冠军了。
当然，在比赛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许多困难与瓶颈，比如说在答题的时候看到现场
那么多人，心中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的，但很快就习惯了。其次，当问答环节遇到不
熟悉的题目时，我们也只能先思考答案，然后再答题。抢答环节方面，若遇到不熟悉
的题目，为了保险，我们会选择不随便尝试作答，因为回答错误可是会倒扣分的。
总的来说，拿到冠军的我们都很开心，也期许自己能在下一次的常识比赛中再
度夺冠。在这次的比赛中，我获益不浅，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了解到“人外
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最后，我还想送未来想参加常识比赛的学弟学妹们一句
话：“多多关注新闻和身边的人事物吧！”通过自身的努力，我相信学弟妹一定也可
以脱颖而出，成为学习路上的收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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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首届 IBE 教育联盟亚太地区高中知识竞赛

我校许智翔同学获第三名
将代表我国出席英国教育大会
整理报道 / 陈胜耀老师

□ 高三理忠许智翔同学（中）荣获第三名，并将代表我国飞往英国出席为期一周的教育大会。右为苏进存
校长，左为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

我校高三理忠许智翔同学，日前参加由国际双语教育联盟（Interna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

Alliance,IBE）举办的“2022首届IBE教育联盟亚太地区高中知识竞赛”，荣获第三名，并将代表我国飞往英
国出席为期一周的教育大会。
国际双语教育联盟(IBE)是一个连接亚洲不同国家及地区学校的独立组织。联盟的目标旨在通过各类创新
校际活动和教育计划促进学校间的国际交流、文化交流和信息共享。根据IBE的规划及目标，他们打造出两个
主要项目：国际商科先修课程计划 (IPCB) 和全球虚拟学校计划 (GVS)。
IBE今年举办的首届亚太地区高中知识竞赛，为15至18岁的优秀高中学生提供一个历练知识技能、促进个
人成长的机会，同时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培养科学思维、拓展学科知识。
除此，主办方更表示，希望藉由本次竞赛，能够促进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引导学生
恰如其分地将科学知识应用于日常之中，并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另外，该竞赛也鼓励不同国家的学子与教
师之间形成友好关系，致力于提高全球公民意识，并为学生提供日常生活学习场合中应用英语的机会。
除了我国的参赛者，大会还有包括来自于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大陆、澳门、台湾、日本、蒙古、柬
埔寨、斯里兰卡、菲律宾、格鲁吉亚、卡塔尔、哈萨克斯坦以及文莱等国家或地区的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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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常识比赛得奖感想
许智翔（高三理忠）
老实说，我参赛的动机还蛮单纯的，仅

择题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所幸在简答

仅是因为见到了升学与国际事务处在电邮发

题的部分抢答下几题，才得以逆转乾坤、扳

布的比赛信息，又觉得这个比赛的主题——

回一城。虽然有些“事后诸葛”的意味，但

“新冠病毒与疫情”蛮有趣的，自己也对此

我认为常识比赛中的抢答环节，还是挺看天

很好奇，因此就点击报名了。回想疫情在这

时地利人和的，很多时候题目大家都懂得答

几年骤然成为了我们挥之不去的阴霾，深深

案，这种情况底下，谁能抢下来，分数就归

地笼罩着每个人的生活。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了。因此，能在这个环节中取得良好的表

攸关新冠病毒、疫苗、防疫政策的各种信息

现，我无比庆幸。

泛滥流窜于各界，当中既有真实的，也有虚
假的，可谓以讹传讹、混乱不堪。由是，我

见贤思齐，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好

希望能借此契机，去聆听从事公共卫生的专

在比赛的当下，我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

业人士对此议题的看法，好厘清这些模糊不

得奖，所以在得知获奖时，自己还是蛮意外

清的地方！

的。第一时间涌上心头的情绪自然是喜悦，

报名后，我有幸通过了升学与国际事务
处以及英语教学中心的面试，成为我校的三
位代表之一。这次的比赛主要为期两天。在
比赛之前的第一天，参赛者必须聆听一场专
题演讲。这场演讲的主讲人是一位来自普利
茅斯城市学院的教授。他钜细靡遗地讲解了
科学与数学在防疫里的关键作用，以及新冠
病毒的型态、感染后的症状、传染机制和变
种的种种可能性等。另外，他也分析与比较
了不同种类的疫苗之间的机理和效果。讲座
的内容也会在隔天的比赛中出现。

但旋即而来的则是隐隐的彷徨，毕竟比赛的
奖励是出国，想到接下来将孤身一人去到异
乡，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太踏实。除此，这
场比赛所学习到的东西，其实和我所的预期
也不太符合，也许是我期望太高吧！在我看
来，比赛虽然确实有助于我厘清了一些对新
冠病毒与疫情的固有认知，但原先比较期待
的更深层次的讨论却比较少，大多只是比较
表面的介绍，算是有点遗憾。不过值得一提
的是，这次比赛是以英文为媒介语，其中见
到的本地学生和外国学生的英文都挺棒的，
我本以为自己的英文还算不错，但他们从

第二天则是正式的比赛。这场比赛可分

口音、词汇和流利程度上都比我好上不少，

为两个部分：选择题与简答题。选择题以

算是大开眼界了。我更清楚自己的水平到哪

Quizizz平台进行，而简答题则需要在抢答成

里，也明确了自己该提升的方向和方式，见

功后，打开麦克风回答问题。我认为自己选

贤思齐嘛！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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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puzzle 督促自主学习进度的好帮手
报道 / 洪芷汀
这两年内在疫情笼罩下的上课模式，让老师们学会了各种教学软体，用以增加
师生之间在网课时的互动。然而，回到实体课时，由于牵涉到网络的局限，可能会
导致某些软体不太方便使用。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并时刻跟进学生们在课前课后的
学习进度，我校于4月2日（星期六）上午9时，举办了第四场教师专业成长工坊，
邀请了教务处副主任许长青老师，通过Google Meet分享Edpuzzle的使用。

□ 许长青老师

这两年内所接触到的各种教学软体中，是否能在实体课中派上用场？对于这个
问题，许老师表示，她一直都在不断琢磨。经过多次比较，她发现Edpuzzle在恢复
实体课后，依然会有很大的功效。比起网课，她是在恢复实体课后，才更频繁地使
用Edpuzzle。
在开始分享前，许老师让老师们先模拟学生们的心态来操作Edpuzzle，让彼此
尝试拉快影片的进度、开启其他的网络页面等，并观察Edpuzzle的反应。对此，老
师们纷纷反映当自己要跳跃着观看影片时，似乎是无法做到的，而开启了其他的页
面后影片也会自动停止播放。

以影片吸引专注力
接着，许长青老师还介
绍了Edpuzzle的特点。她表

工作坊回顾影片

示，Edpuzzle以影片作为
素材，更能吸引同学们的专
注力，但若老师们想用幻灯
片，则需先将其录成影片，

才能顺利使用。Edpuzzle可以让学生们在家中自主完成看影片的任务，而老师们也可以随时监督同学们的学
习进度。经由发布者对设定进行调试以后，学生是无法快转影片进度的，意味必须从头看到最后。
另外，老师们还可以在影片中插入一些问题让学生们进行作答，而问题的类型可分为选择题或开放题。
除了设定题目以外，老师们也可以利用其“笔记”的功能加入补充资料，藉此拓展学生们的思维。许老师也
提到，Edpuzzle可以与Google Classroom结合使用，因此老师可将评分导入Classroom，方便老师们进行计算。

兴华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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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许老师顺势说明了Edpuzzle的六
种用途，即混合式教学、翻转教学、预习、复
习、时事新知及补课。她以自身的使用经验为
例，提到她目前最常将Edpuzzle用于预习。她
表示，上实验课前往往需要了解显微镜的操作
方式，但由于网课导致某些学生可能已经忘记
如何使用显微镜。若还需在实验前讲解显微镜
的使用，会大大压缩实验时间。因此，她会利
用Edpuzzle让学生们事先预习，这就大大提高
了讲解时的效率，也能更善于分配课堂时间。

Edpuzzle 的操作方法
首先，许长青老师带领老师
们注册Edpuzzle账号。她提到，
由于他们所使用的是免费版的
Edpuzzle，所以会有一定的限制，
如每位老师的影片上传数量限制仅
为20支，但如果要增加自己的影片
上传数量，可以通过邀请其他同事
加入Edpuzzle的方式，让邀请人与
受邀人双方的影片上传数量的上限
同时增加 3 支。

□ Edpuzzle的操作步骤。

接着，许老师解释了上传影
片的方法，即点击右上角的“Add
content”（添加内容）。她也
提到，影片的来源可分为搜寻
YouTube 影片链接张贴、搜寻现有
资料库、上传自己录制的影片（从电
脑或 Google Drive）及直接录制（
不建议，因为无法直接下载录影）。
再来，许老师还向老师们展示
了影片简单的剪辑方法。她从选好
的影片中选择“Cut”（剪辑）的
功能，再确认剪辑片段后，拖曳需
要剪掉的片段到“垃圾桶”，即可

□ 许老师向老师们展示影片简单的剪辑方法。

顺利完成整个步骤。

最后，许老师分享如何将设置好的影片转给学生的方式。首先，点击“My content”（我的内容），选择
需要发布的影片，再点击右上角的“Assign”（发布）即可。接着，选择需要发布的班级，并选择好正式发布
与截止之时限。若要防止学生快转影片进度，许老师表示，只需开启右下角的“Prevent skipping”（禁止跳
转）的功能即可。
成长工作坊在共同学习的欢乐氛围下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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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 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

文
学
奖

第
一
届

推动校园文艺创作风气，培养写作人才。
◢ 凡本校在籍学生皆可参加。
◢ 组别与比赛文体：
初一组

散文（400至1000字）

现代诗（以不超过20行为限）

初二、初三组

散文（500至1200字）

现代诗（以不超过30行为限）

散文（800至2000字）

现代诗（以不超过40行为限）

短篇小说（2000至5000字）

评论（800至2000字）

高中组

◢ 奖励：各组各种文体录取前三名，佳作三至六名,颁予奖状、兴华书券奖金及记入成绩报告表
以资鼓励。

联办单位 ：教务处、图书馆、资讯出版组

书券奖金如下：
初一组
初二、初三组

散文
现代诗
散文
现代诗

第一名 RM120

第二名 RM80

第三名 RM50

佳作 RM30

第一名 RM150

第二名 RM100

第三名 RM50

佳作 RM30

第一名 RM180

第二名 RM150

第三名 RM100

佳作 RM60

散文
高中组

现代诗
短篇小说
评论

◢ 截稿日期：16-09-2022 （星期五）

扫描二维码报名
及浏览比赛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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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一届“兴华文学奖”华文创作比赛简章
宗旨 : 推动校园文艺创作风气，培养写作人才。
主办单位 : 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

联办单位 ：教务处、图书馆、资讯出版组

参赛办法：
1. 凡本校在籍学生皆可参加。
2. 组别与比赛文体：
组别
初一組
初二、初三组
高中组

文体及字数
散文（400 至 1000 字）
现代诗（以不超过 20 行为限）
散文（500 至 1200 字）
现代诗（以不超过 30 行为限）
散文（800 至 2000 字）
现代诗（以不超过 40 行为限）
短篇小说（2000 至 5000 字）
评论（800 至 2000 字）

3. 奖励：各组各种文体录取前三名，佳作三至六名,颁予奖状、兴华书券奖金及记入成绩报告表以
资鼓励。书券奖金如下：
初一组
初二、初三
组
高中组

散文
现代诗
散文
现代诗
散文
现代诗
短篇小说
评论

第一名 RM120

第二名 RM80

第三名 RM50

佳作 RM30

第一名 RM150

第二名 RM100

第三名 RM50

佳作 RM30

第一名 RM180

第二名 RM150

第三名 RM100

佳作 RM60

4. 截稿日期：16-09-2022 （星期五）
5. 参赛方式：
5.1.须填谷歌参赛表格及上载参赛作品（中/英文姓名、学号、班级、联络电话 ），每篇参赛
作品皆须个别填交一份参赛表格。参赛表格链结：h
https://forms.gle/MSv1kFW8DVkgoHLr8
任何疑问请联系：谢锡福老师、陈胜耀老师、陈敬谦老师
5.2.参赛作品须以电脑打字，并存为 Word Document 和 Pdf Document 格式，再将该作品上传
于参赛表格内。内文格式要求如下：
■ 字体：楷体；
■ 字体大小：正文 14 级、题目 16 级加黑、其它附加资料 14 级；
■ 题目：置顶、置中；
5.3.稿末须注明字数(含标点符号，根据 Word 的统计)，诗作注明行数。
5.4.禁止在稿件上留下参赛者姓名、学号或及其它个人资料（除了页数），所有个人资料需清楚
写明于参赛表格。
6. 题目自拟，必须是原创性未曾发表之个人创作，若发现抄袭，将被取消参赛资格。各组学生可参加
该组所设的不同文体比赛, 唯每项文体只能呈交一篇作品。
7. 评审：邀请校内外适合人士评审。
8. 所有得奖作品之版权归本主办单位所有，主办单位有权将其作品进行发表或刊登，不另支付稿酬或
版权费。
9. 本简章若有未尽善处，主办单位有权修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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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3

系列文学讲座

让文字立体——
谈文学创作技巧
主讲者 | 傅承得先生

2022 年华文创作比赛

主持人 | 谢锡福老师

星期五
8PM-10PM

从常新港的
《独船》谈小说创作技巧
2022 年 6 月

8

主讲者 | 许友彬先生
主持人 | 陈胜耀老师

星期三
2PM-4PM

2022 年 6 月

17

星期五
8PM-10PM

让想象飞翔——
谈诗与散文创作
主讲者 | 傅承得先生
主持人 | 陈敬谦老师

扫描报名后将
收到 ZOOM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