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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兴华端午翰墨展
——忠之情怀

采访报道 / 陈慧珊（高三文商礼）、周篇丰（初二和）

配合端午节的来临，我校于5月27日至6月20

日，在和悦轩首次举办的“兴华端午翰墨展”。此

次翰墨展的主题为“忠之情怀”，意在追思忠心耿

耿的古代爱国诗人——屈原，寓意身为华校生应在

待人处事方面能忠于自己的本分与良心。翰墨展由我

校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主办，课外活动处协办。

由22位同学参与展出的26幅作品，皆是出自兴

华翰墨缘以及高一、高二水墨画选修课的学生。展

览旨在让同学们通过线条与色彩传达端午节的意

义，以及为书画爱好者提供展示作品的平台。

翰墨展开幕仪式，吸引了我校各族老师及同学

前往观看。苏进存校长致开幕词时表示，如已故

郑瑞玉校长在仁爱广场的墙上留下的“人文科技，

面向未来”八个字，我校一直非常注重人文教育

活动。他希望借着端午节的来临，师生能够一起缅

怀、沉淀和总结故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也能在所展

出的一笔一画中，感受到其中的美。

苏校长续称，希望创造更多平台，让同学拥有

更多才艺上的分享和交流，使学校洋溢人文之美的

气息。他说，随着实体课的恢复，同学可充分地投

  □ 在各嘉宾的陪同下，苏校长（左三）为此翰墨展鸣锣开幕。

  □ 出席开幕仪式的嘉宾亦有：左一起为邝美玉老师、黄雅幼老师、林金花老师、詹荣贵老师、李贤丽老
师、庄振权老师、李荣兴副校长、苏进存校长、谢锡福老师、许梅韵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谢金聪老师、
李增注老师及黄燕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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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校所提供的学习资源和表现平台，丰富自己的中学生涯。苏校长也感谢人文教育研究发展组、课外活动

处、邝美玉老师以及其他老师协助推动学生的参与，并祝福展览顺利成功。

当天出席开幕仪式的师长尚有许梅韵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李荣兴副校长、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

组长谢锡福老师，以及指导与点评此次展览书法作品的庄振权老师、水墨画选修课的李增注老师、邝美玉老

师、谢金聪老师、李贤丽老师、詹荣贵老师、林金花老师、黄雅幼老师及黄燕冰老师等。

在师长的陪同下，苏校长为此翰墨展鸣锣开幕，并与参展同学大合照。现场播放轻柔的歌曲，师生一同

穿梭在书法与水墨画之间观赏，并与参展同学交流。另外，在展览期间的休息节，参展同学也在现场为观展

者解说创作过程，同时展览也设置回馈箱，收集反馈意见。

  □ 师长与参展同学合影留念。坐者左一起为：李贤丽老师、黄雅幼老师、许梅韵副校长、庄振权老师、
苏进存校长、莫壮燕副校长、谢金聪老师、李增注老师、詹荣贵老师及黄燕冰老师等。第二排右一为邝美玉
老师。



55焦点端午翰墨展

认识端午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uq-aobTu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txsSjLAMN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sE2HqaAEY
https://ssur.cc/9n4bodT

延伸资料：

1. 为什么此次展览选择让学生
参展而不是专业书法家？

以承传中华文化的角度来看，学

生每年参加一次挥春比赛是不够的。

透过参展，一来，同学们有机会不断地自我要求，

把书法或绘画创作得更好；二来，同学们可互相观

摩，取长补短，提升书艺或画工；三来，书艺气息

得以散发到兴华的每个角落。

2. 展览选址和筹备过程如何？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此次展览选择在和悦轩举办，除

了拥有人潮之优势，也可以避免作品受到疾风骤雨

吹散、毁坏之忧。筹备书法作品方面，我从收到第

一幅草稿（1月28日）到收到最后一幅定稿（4月19

日）历时81天，而水彩画、硬笔字和龙舟剪纸作品

也由我邀请参展。水墨画方面，由李增注老师挑选

优秀作品参展。最后是展览设置方面，是由少年服

务团协助架设屏风，而来自初一爱、礼以及勇班的

同学，则自愿协助张贴作品和写参展者资料。整体

而言，筹备过程没什么困难。

端午书画，得来不易；美不胜收，倍感珍惜！ 
邝美玉老师（端午翰墨展负责老师）

3. 办一个书法展不容易，让老师
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有五：一、已

故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的墨宝“兴我

中华，任重道远”。二、潘斯里陈开蓉董事的墨

宝“和悦轩”。三、缅怀与延续已故郑瑞玉校长

与我的一段缘分；郑校长健在时，某个傍晚，她向

我招手，让我看她的书法作品“人文科技，面向未

来”；她指着摆放在地上的两幅“面向未来”，很

谦虚地问我：“你觉得哪一幅比较能搭配‘人文科

技’？”当时，我想：这岂不是“问道于盲”吗？

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我内心深处。四、某些课室所

挂着的董事们的墨宝。五、已故母亲曾带我去新

加坡晚晴园观赏“报得三春晖——孙中山与星洲华

侨”展览当中的书法作品，那肃穆而宁静的环境深

深地吸引我。

  □ 邝美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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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鼓励大家多接触书法 ?

我坚持推广书法，是希望书法四

美（线条、结构、色彩以及意蕴）传递到每个人心

中。此外，若要鼓励大家多接触书画，一、平时，

学艺股把同学们的书画佳作张贴在班内的布告栏。

二、有一个像和悦轩的地方，是大家的必经之路，

且有固定屏风，才能让大家随时观赏各班优秀的

书画作品。这么一来，书画才能生活化，并非停留

在举办展览的模式。三、我有一个想法，可能是

异想天开，即至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书法被列为

正课，进而被列为必考科。身为龙的传人，有责任

把书法和水墨画发扬光大。人们天天运动，身强体

健；人们常动文房四宝，心情舒畅，灵性清明。

5. 老师的办展心得？

书画知识浅薄的我，非常感谢学

校行政层、协助指导和点评的庄振权

老师与李增注老师、批改书法作业的华文老师以及

参展同学，大家群策群力，让作品在人文走廊和悦

轩亮相，点点滴滴绘成和谐愉悦的感人画面。

既然书画参展者一心一意写出最美的作品，就

要有人把那一颗颗对书法或水墨画真挚的热爱之心

凝聚成一颗大爱心，让大家随时可看到书画线条所

传达的善美涵义。我以赖全合书画家所说的“书法

是心灵线条的艺术”以及“永远都是初学者”，与

同学们共勉。总之，此次展览，可谓“端午书画，

得来不易；美不胜收，倍感珍惜！”

端午翰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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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书法”比“学写书
法”来得重要
庄振权老师（书法研习社指

导老师，端午翰墨展书法作

品指导与点评老师）

审美是主观且多元的，

应具有“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的精神。从大家的作品，看得出大

家都很用心写，各有千秋，难分高下。因

此对于各展出作品，我都喜爱。我本身是

独中出身，课业繁重。当时，学习书法是

使我内心平静的唯一方法，这就是我接触

书法的契机。“书法”二字，涉及层面很

广，也因如此每一次的学习都会有不同的

领悟。比起“学写书法”，以不同的思维

去“认识书法”，并开拓学生对书法的审

美观更重要，这样学习起来就不会觉得枯

燥乏味。

认识到端午节时应避免 
说“端午节快乐”
赖信咏（初一爱）

我有参与此次展览的

筹备工作，当展览成功展

出，我感到开心及满意，

因为自己帮忙张贴多日的作

品被展出来。透过这个展览，我除了认识

到书法，在筹备过程中也学到了端午节时

应说“端午节安康”或“端午节吉祥”，

避免说“端午节快乐”，因为端午节是屈

原的忌日。展出的作品中，让我印象深刻

的是“忠诚”。如果下次还有办展，我会

想参展，因为我觉得如果自己的作品被展

出，会很有成就感。

端午翰墨展

  □ （上图）许梅韵副校长为友族老师讲解书法的美，
       （中图）国文老师共襄盛举参与开幕仪式。 
       （下图）老师们齐聚一堂畅谈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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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端午翰墨展参展者作品赏析

潘洪浩（高三理忠）

“忠诚”（隶书）

陈慧珊（高三文商礼）

“龙舟竞渡，届子行吟。”
（隶书）

饶隽仪（高二理忠）

“保艾思君子，依蒲祝圣人”
（楷书）

郑敬仁（高二理爱）

“忠之情怀”（篆书）

端午翰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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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缋诗（高二理忠）

“门悬虎艾，江赛龙舟”
（楷书）

莫瑞淇（高二文商平）

“竭智尽忠”（隶书）

陈芷琦（高二文商平）

“赤胆忠心”（篆书）

刘紫谊（高一文商智） 

“赤胆忠心”（篆书）

端午翰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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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韵芯（高一文商平）

“艾旗招百福，蒲剑斩千邪”
（楷书）

陈子宇（初二孝）

“保艾思君子，依蒲祝圣人”
（隶书）

端午翰墨展

萧谦谦（初二智）

“粽叶飘香迎端午，
   清廉家风齐传承”（楷书）

何婕瑜（初三礼） 

“忠贯日月”（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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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思（初三智）

“忠心耿耿”（行楷）吴允熙（初二仁）

“日逢重五，节序天中”
（隶书）

端午翰墨展

“粽叶飘香迎端午，
   清廉家风齐传承”（楷书）

林方伟（高三理信）

《龙舟》（水彩画）

陈炫恺 （高一理信）

《端午情》（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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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子晴（高二理孝）

《龙池竞渡图》（水墨画）

谢欣颖（高二理义）

《临龙池竞渡图之龙舟与
水秋千》（水墨画）

李铮宁（初二忠 )

【宋】张榘《念奴娇 • 楚湘旧俗》
（硬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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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芷墨（初二义）

《龙舟》（剪纸）

廖浩汶（高一理孝）

《端午节安康》（水墨画）
“箬叶飘香一粽尝来千古事，龙舟逐
水白桡划出四时情”（隶书）

李欣怡（初一爱）

《端午情》（水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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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趋稳  书展重回校园

时隔两年，我校图书馆于5月30日至6月2日，邀请

文轩书苑在仁爱广场举办了为期4天的校园书展。书展

的开放时间为早上8时至下午4时，吸引了众多师生前

来参观。书展售卖各类书籍，包括本地、中国及台湾

出版的书籍，其内容范围涵盖了文学、科普、艺术、

生活、学术参考书等。除了书籍，书展还有售卖各种

手账文具，以吸引学生前往购买。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校书展在过去两年都无法

顺利进行。如今疫情趋稳，师生亦逐渐回归往日熟悉

的日常，所以久违的校园书展也得以顺利举行。举办

书展不但为师生提供方便购买书籍的管道，也能营造

校园阅读风气，更重要的是藉此鼓励同学们多阅读，

激发他们对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逐步奠定深厚的人

文情怀。

报道 / 黄玮珊（初三平）、颜钰敏（高二文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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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阅读终将成为精神食粮 
黄光胜（文轩书苑）

时隔两年重回兴华中学校园举办实体书展，看到莘莘学子的积极与踊跃，深感学生们对实

体书的追求和求知欲依旧蓬勃与充满热情。

疫情期间科技与电子产品快速融入我们的生活，尤其是身为e世代的学生们更是如此。虽然速食文化和碎

片阅读看似已是常态，但令我惊喜的是，兴华中学学生在选购的书籍种类上，不乏一些难啃的“硬书” ，如

社科、史、哲类。当然，四天的展览期间，小说与文学类依然是最受兴华学生喜爱的书籍种类。

好的阅读，终将成为你的精神粮食滋养着你，也让视野变得更为辽阔。多读书，读好书，与大家共勉之。

 
阅读，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黄子森（初一平）

初次参观学校书展，是我最为荣幸的事。虽然我并未购买任何书籍，但在逛书展中却偶遇

一个小学毕业后就很少联系的朋友，久别重逢还能够聊天。我认为书展能够增进朋友之间的关

系，可以一起看书，一起讨论喜欢的书籍类型。阅读能够看见不一样的世界，比如看了本不错的爱情小说，

感觉全世界都充满着爱情泡泡，一切都有着希望；看了科幻小说后，可能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期待，想象力

也会更加丰富；看了恐怖小说后，就会在现实里存在各种心理作用。因此，阅读不同的书籍会改变对世界的

期望与看待事物的想法，这也是家长们不允许自己的子女乱看书的原因之一。

实现乐趣和自由
林馨甜（初二勇）

这是我第一次逛学校的书展，很开心自己能购买到喜欢的书籍。这次的书展让我收获满

满，一共买了四本小说、四本漫画还有不少文具，实现了逛书展的乐趣和自由。阅读是我的爱

好之一，除了能够增加知识，还可以加强写作能力，并从中了解书中所带出的故事和道理。

唤醒学生的版权意识
魏钰璇（高二文商礼）

在这次书展中，我买到了期待已久的《盗墓笔记》全套小说。我之前曾在线上购物平台观

望过这套小说，但碍于高昂的价格，以及担心购买到盗版书籍就迟迟没有入手。在这次的书展

中，当我看见了这套书籍的实体全貌后，便决定购买。我觉得学校办书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学生阅

读的兴趣，更多的是想提供学生一个值得信赖的购书渠道，向全体学生售卖正版书籍的同时，也能唤醒学生

的版权意识。

我个人较喜欢阅读科幻类的书籍，如刘慈欣的《三体》以及《流浪地球》，因为在我看来，科幻小说里

的世界是由作者以及全体读者共同架构的。正因如此，科幻小说往往能够反映出人们对未来以及未知事物的

期待以及恐惧。另外，我之所以喜欢阅读科幻小说，也是因为我个人认为科幻小说是在众多题材的书籍中，

最难写好的一种，其对作者的文笔、想象力以及逻辑思维有着巨大考验，故我认为一本好的科幻小说，它的

精彩程度绝对会远超其他题材的经典小说。

透过阅读，能让我的写作能力以及对文字的运用能力得到提升；透过阅读，我有更充足的知识以及更丰

富的想象力，能够运用文字刻画出我所憧憬的乌托邦；透过阅读，我的视野与心量得到开阔，得以宏观的角

度去评价、衡量、判断事物，思想遂不再拘泥于狭小的方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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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外宾演讲：《谈情说爱》

“爱要爱得清醒，真爱值得等待。”
采访报道 / 吴伊文（高一文商义）、苏怡甄（高一文商勇）

  □ 陈汉维硕士

5月24日（星期二）下午2时，我校辅导处于科技楼大讲堂举办高一外宾

演讲《谈情说爱》，邀请陈汉维硕士担任主讲人，分享恋爱与性教育的理

论，特别提醒同学们：“爱要爱得清醒，真爱值得等待。”

陈汉维硕士毕业于博特拉大学（UPM）心理辅导硕士学位，是马来西亚注

册心理学家、美国正向心理学学会会员及神念科技国际脑波BCI指导员。

情与性包括责任与爱情

情与性，究竟孰先孰后？这是大哉问。在陈老师看来，性交的目的是为

了传宗接代、繁衍子孙，同时也是人类的本能。它其实不仅止于生理的冲

动，还包括了责任与爱情，正是在有爱情的基础下，人类才会性交。

那何谓爱情？陈老师提出了爱情的三大要素：一、亲密，对身边的人不

讨厌，而且有极度的好感；二、激情，对对方有超越友谊的想法，想和对方

有进一步的关系；三、承诺，一般来自法律的约束，也包括对方情绪上所给

予的口头承诺。以上三者，无论是少了哪一条，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爱情。如

果只有亲密与激情，那只是“浪漫的爱”；只有亲密和承诺则为“伴侣的

爱”；倘若只有激情与承诺，则是“愚蠢的爱”。

接着，陈老师指出“谈恋爱的条件”。在他看来，一段感情开始之前，

我们必须先具备恋爱的相关知识，同时了解爱的真谛为何。此外，我们还得

认清一个事实，即一段感情里面，我们不只是和对方相处，对方的朋友或亲

戚也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感情，所以必须先要有稳定的情绪，才可以恰如其

分地处理好人际关系。不仅如此，拥有成熟的人格和爱人的能力，才可以发

展出良好的情侣关系。其次，我们还必须懂得尊重对方，对一段感情负起相

应责任，以及拥有财务独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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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恐怖情人应求助专家

接下来，陈老师提到了“恐怖情人”，那是口口声声说“爱你”，却屡屡作出让对方感到不

愉快的事情，并时常以爱之名对彼方进行情绪勒索的“情人”。陈老师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很可

能会遇上“恐怖情人”，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占有欲极强，总会因为琐碎的事情而竟致情绪失

控，甚至没有同理心。如果要求被伴侣拒绝，他们就会出现自残、以死相逼、酗酒和疑心病等状态。

当我们真不得已地遇上这种人，这种情况时，陈老师认为应当求助专家，慢慢疏远对方或温

和地告诉对方与他无关的分手理由，最重要是不要面对面地冲击彼方之情绪或引起矛盾。若我们

直接提出分手或直接地批判对方，很可能会导致“恐怖情人”难以接受，进而造成他们情绪的失

控，甚至促使其因丧失心智而做出同归于尽等恐怖手段。

至于“性”与“不性”，陈老师表示，无论是“性”或“不性”，我们都应该先以健康的态

度去面对“性”，以及对“性”有着正确的认知。但是，陈老师也告诫同学们在发生性行为前，

勿忘“停、看、听、想”，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同时详细考虑事其严重利害关系，以免酿成无

法负担的后果与责任。

陈老师还不忘提醒，患上性病是鲁莽地发生性关系最可能带来的后果之一。性病五花八门、

多种多样，其中尤以艾滋病、淋病、梅毒和菜花最为常见。许多人在感染性病后的一段时间内很

可能不会立刻出现任何症状，但病毒却往往会静悄悄地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进而引起不可逆的

并发症。那么该如何治疗与预防性病呢？陈老师建议，我们在发现异样时应当及时求医，禁欲、

与未感染者建立唯一关系和接种相关疫苗也可以预防性病。

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婚前性行为会造成一些难以负担的后遗症，例如：分手率提高、嫁给

不合适的另一半、婚后伴侣不忠诚等等。因此，陈老师劝诫，若没信心或充分的心理准备去承担

这些后果，便不要轻易进行婚前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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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自爱，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吴欣恩（高一文商廉）

首先我觉得这个讲座非常好，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情窦初

开的年纪，这一类讲座可以引导我们对“性”拥有正确的观

念，对之抱持健康的态度。此外，主持人还时刻提醒我们女孩子无论是否

恋爱，都应该非常小心，时刻保持清醒并三思而行，避免做出让自身后悔

的事情。当然，我认为爱情在我们的中学生涯并不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

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先搞好学业，才来考虑学习以外的事情。最后，

在此呼吁大家，无论是恋爱与否，我们都需自爱，如果无法自爱，我们又

有什么能力去爱对方？

爱自己是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
林泉源（高一文商勇）

听完讲座，我深刻地意识到恋爱时效期短暂的问题。

我认为，爱情走向细水长流的秘诀，正在于恋爱双方都能

扮演谈情的角色。因此，只有透过不断的磨合和沟通，尊重每个人的独

特，欣赏彼此的不同，才能维持彼此之间的恋爱关系。另外，恋爱时如何

与情绪共处，也是许多人面临的问题。在恋爱中产生负面情绪总是不可避

免的，但一味地压抑，最后很可能会导致恋情走向悲剧，所以恋爱时应当

时刻安定己心，不让情绪支配你，才能遇见更美好的自己，顿悟如何包容

与理解这个世界。

再来，我认为中学生其实不太适合谈恋爱。正如主讲人所言，多数学

生在这个阶段尚未掌握经济能力，不仅无法实现财务兼人生自由，还无法

想象社会的复杂性，不能明白生活的现实与艰辛，因此求学时期的恋爱，

往往不堪一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更别谈给予对方有把握的承诺。

最后我想说，爱自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与其被动地等待他

人的施予，不如主动选择自我的充实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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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级外宾演讲

《立志——走出自己的未来》
采访报道 / 谢依恩（初三爱）、洪巧恩（初三廉） 

  □ 林晓薇老师

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时50分，全体初三生参加辅导处举行的

初三外宾演讲《立志——走出自己的未来》，由梦翔力生涯规划的教

育导师，同时也是梦翔力教育工作室执行长林晓薇老师主讲。

讲座一开始，林老师告诉同学们，人活着就是为了要活出自己独

特的价值、意义和快乐，并且要顶天立地，要创造和谐与幸福，要觉

得自己是在为社会“贩卖”幸福。那么要从何立志？她认为，首先要

了解自己喜欢的专业，并仔细规划自己的未来，如：自己想要升上哪

所大学？

此外，她也提醒同学们要充分理解自己，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专

业以及职业。因此，同学们必须找到自己的个人特质、性格和潜质。

当然，也要找到自己的间接或直接的兴趣，以确保可以更加享受自己

未来的工作。她提到，除了要综合自己的学业表现、人际能力以及生

活技能外，也要拥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人生观、世界观、工作观

等等。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你就掌握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讲座尾声，林老师再次建议，所有的初三同学都应事先想象好自

己的未来生活和所从事的工作，从而决定修读的科系以及学校。随

之，再思考自己想要进入文商班或者是理科班，以及努力达到心仪大

学的录取标准。林老师希望所有初三生立志，找到自己的目标并向它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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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朝目标前进
林慧娟（初三平）

首先，我觉得校方会特地举办这场讲座会，是因为明年

的我们即将面临文理分班，所以校方希望透过这次讲座会，

让初三生们提前规划好未来的方向。这次讲座非常有意义，因为可能有很

多初三生对自己的未来还没有规划，而且没有明确的方向，所以无法坚定

地选择自己想要的高中课程。因此，这次讲座可以让学生更清楚了解自己

未来想要什么，以便开始思考和计划未来，并且可以在遇到困难时寻求辅

导老师的帮忙。最后，我觉得应该开始了解并决定未来的大学科系以及其

入学标准，努力地朝目标前进。

为梦想成为室内设计师做好准备
郑歆洁（初三廉）

现在已经是初三的最后一年了，接着我们便会面对文理

分科。有些同学已经开始计划目标，有些同学还很迷茫，所

以校方举行了这场讲座是为了让初三的大家更清楚了解自己

的目标。听完讲座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通过自我了解，再进行仔细

规划并且检讨修改，最后便可以步步实践自己的目标。每个人都必须一步

一步去了解自己的兴趣、个性、能力等，才能了解适合自己的方向。听完

讲座后，我学到了如何更清楚地考虑未来。对于未来我没有太多的想法，

因为我只想做好现在的所有事情，不留遗憾也不再迷茫，并更清楚地想好

自己的前途。我本身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室内设计师，所以接下来我会一直

去搜索相关的资料，为未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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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级 PDCA 培训

应用 PDCA 提高学习与生活质量
报道 / 洪珮珊（初一勇） 

  □ 朱键鸿老师

我校教育品质管理促进处于5月17日（星期二）下午2时，通过Zoom平台

为初一级学生举办PDCA培训课程，以让初一级同学了解PDCA的用途及应用方

法。主讲人为教务处副主任朱键鸿老师。

朱老师先向同学们简单介绍PDCA的定义。他提到，PDCA循环是企业管理

中用来提高产品的一种方法。PDCA循环，又称戴明环，是由美国著名质量管

理专家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首先提出的。循环主要分为四个阶

段：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和处理（ACT）。而其中包

含着的八个步骤则是四个阶段的具体化，分别为找问题、找原因、找要因、

定计划、执行、检查、提出新问题和总结经验。

朱老师提到，PDCA循环可以让我们的思考方法和学习步骤更加条理化、

系统化、图像化和科学化。PDCA循环具有三项特点，第一项为“大环套小

环，小环保大环，推动大循环”。因此，PDCA循环作为学习质量的管理方

法，不仅适合用于整个学年，也适应于初中、高中各个学习阶段。朱老师解

释道，同学们每学年应根据自己各科的学习目标，制定自己的PDCA循环，层

层循环，形成大环套小环，小环里面再套上更小的循环。他也希望同学们能

够通过这些循环，把自己的各项学习任务联系起来，以达到彼此协同、互相

促进的目标。

PDCA循环的第二项特点为“不断前进，持续改善”。朱老师提到，PDCA

循环就像爬楼梯一样，当一个循环运转结束后，同学们的学习质量就会提

高一步，然后定制下一个循环，再运转，再提高，因此能不断前进、持续改

善。第三，PDCA循环是一种提高学习质量形象化的科学管理方法 。

最后，朱老师叮嘱同学们把PDCA循环这一管理模式应用于学业与生活

中，以提高自己学习与生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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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级讲座：媒体素养

《网络达人》学习活动
报道 / 杨善雯（初一礼）

  □ 谢广婷主任

2010年，苹果公司推出Ipad平板电脑、社群应用软件Instagram正式发

布，而后科技界陆陆续续推出了各式各样应用软件，使人们可以不受空间、

时间等的限制进行交流。出生于这时代的我们，不停地接收爆炸式的信息

量，在这网络资讯丰富又便捷的时代，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位有素养又有智慧

的网络使用者呢？

我校辅导处于5月13日（星期五）在Zoom平台举办了《网络达人》学习活

动，由四位辅导处老师—— 谢广婷主任，郑月娥老师，沈佳仪老师和彭伟雄

老师分享。在这一场线上学习活动中，辅导处老师共分享了4大主题：网络礼

仪、网络交友、网络安全和网络霸凌。

网络礼仪与安全

在这几年，网络学习成了一个新趋势，兴华生都经历了线上学习的时段。

在线上学习或活动中，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学生随意做不关主题的讨论、在

留言区随意留言或做不相关的回应、涂鸦等行为，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干扰的。

网络上也不忽略网络礼仪，谢老师介绍 “USER”， 帮助我们检视网络发言的

步骤：U: understand, 清楚明白究竟问题是什么 （思考内容正确吗？这是按

照主题的回应吗？）；S: search, 查一查（检查和思考自己或者他人发表的

目的及动机）；E: evaluate, 评一评（如：自己的留言是否会影响同学或者

主讲者，旁观者会有什么想法？）；R: respond, 应一应（思考应不应该留

言，怎么样的留言才不影响其他人？）。

正值青春期我们，“朋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在乎朋友的回应，

我们与朋友们的关系。因各种因素，现实生活中的交友变得很难，在疫情的

影响下，我们更是连学校、社团、补习都换成线上模式，交朋友更是个大挑

战。只是在这网络发达的时代，将所有的事变成线上形式也是轻而易举的

事，因此网络交友崛起了！有的时候感觉网友一点都不虚拟，因为他/她总是

无时无刻陪伴着自己，我们一起聊天、我会跟对方分享我的心情感受、 即

便我纠结烦恼却无从诉说的事，在跟网友聊天室，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

己”，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很舒服，而且我还可以交友满天下，认识遍布

各地的知心好友。但是过程中，有同学表达，这些“网友”并不真实，他们

只能在网络上给予非常有限的陪伴，而且只能暂时纾解，若是长期依赖，这

是不健康的现象，因为人际成长是需要学习的，回到实体的面对面交流才能

促进人际成长。

另外对于交友网，我们还需谨慎。老师提到曾有发生在马来西亚的报道

表示少年裸聊被录下编程视频，遭到女子勒索。网络谁是谁非、谁真谁假，

不是轻易得以分辨的，也许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怎有绝对？在社交

  □ 郑月娥老师

  □ 沈佳仪老师

  □ 彭伟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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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上打卡 (check-in) 、在网络上交出父母或者自己的银行账号、将自己的生活照分享给好聊的网友、将

自己的电邮或者社交帐号的密码交给好友或者网友都是危险的网络行为，网友和网恋的各种报导提醒着我们

网络交友要时刻保持警惕。在网络使用上，要注意4不原则：不透露个人资料、不透露别人资料、不给照片或

影片和不给密码。 

面对网络霸凌，要勇敢说“不”

在网络使用上可能面对的问题还有“网络霸凌”。网络霸凌又称作网络欺凌，即通过社交媒体、通讯、

游戏等平台，以恐吓、激怒或羞辱他人为目的的重复性行为。例如，在网上嘲笑某个人的长相、说他人的是

非、伤害他人等。如：“我只是开玩笑，这样也不行哦！”、“干嘛这样玻璃心！”、“将罢了嘛，认真你

就输了！”、“我这难看的照片也敢show出来，不怕给别人笑吗？”。

沈老师提到网络霸凌分为以下4种：

骚扰（Harassment）：即通过网络或电子设备，让一个人感受到困扰或是羞辱，进而产生

不安全或是不舒服的感觉；而骚扰也可以是一种持续不断、带有伤害他人意图的网络信息。

威胁（Online Threats）：指通过网络的言语胁迫，恐吓等，让人感受到威胁；常见的威胁

方式为在网络上利用对方的弱点（如家人的信息），仗着自己的势力胁迫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

散播谣言（Spread Rumour）：在网络媒体上传播一些没有事实依据，带有攻击性、目的

性的话语讯息，引起哗然，带动他人参与谈论伤害他人。

排挤（Exclusion）：指在社交媒体或是通讯软体上故意把某人排除在外的行为，让其无法

参与对话或是获取想要了解的讯息。

在网络上，有人会提倡言论自由，但是也有情况仗着言论自由，伤害他人。日内瓦大学Maya Hertig教

授说：“言论自由的基础是有思想、有理性的人，通过对话表达自己的观念 ”。言论自由是有原则的，不是

肆无忌惮地、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而不顾忌他人地情绪感受。若是在忽略他人感受下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

的是网络暴力，而表达者就是键盘侠。他们藏匿在电脑背后，肆意妄为，造成一场场的风波，刺伤一颗颗的

心。语言或者文字是一种无形的利器。暴力的语言配合看着正义的观点，但是它们的破坏力量不可小觑。你

知道吗？霸凌的影响极大！不只是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当中还有加害者、旁观者和保护者，任何一人都在一

场霸凌事件中扮演角色，哪怕是一个转发或者点赞，都可能牵涉其中。

面对网络霸凌，我们可以这么应对：

在网络媒体上，立刻远离网络霸凌者，封锁或者删除霸凌者。至于被霸凌的讯息，可以存档备份。

拒绝“以暴制暴”，停下来想一想自己还有哪些选择？如何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最重要是保持冷

静，理性应对。

及时寻求帮助，告知一位你可以信任、放心与他/她讨论地成年人，可以是辅导老师、班导师或者

其他人。同时还可以告知你信任的朋友或者成年人，比如父母，共同商讨对策。

身边若是遇到遭受网络受害的朋友，我们可以成为对方的聆听者、向他们表达善意并给予他们勇气，支

持他们像信赖的长辈求助，陪他们共同面对。

最后，老师呼吁网络使用者要学习“尊重”，留言和表达自己观点前，仔细思考，做个文明且负责任的

网民。面对网络霸凌，要勇敢说“不”，在网络世界里，要小心谨慎，好好保护自己。遇到难题时，即刻主

动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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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四场爱阅读读书会

《从女性主义到性别平等》 
采访报道 / 刘函鑫（高一理信）、林俞辰（初三孝）

 □ 朱键鸿老师

5月27日（星期五）晚上8时，由兴华

中小学校友会、我校人文教育研究与发

展组主办了本年度第四场线上爱阅读读书

会，题为、《从女性主义到性别平等》，

邀请教务处朱键鸿副主任主讲。

朱老师开场即询问在场的同学：“你

知道什么是女性主义吗？”对此表示知道

与否的同学人数呈五五比例。为了让大家

更了解女性主义，他便播放了一部介绍女

性主义的科普视频。

影片中提及，女性主义从过去至今的流派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1 自由女权主义 旨在改善教育、经济和社会制度，让女性能与男性公平竞争。 

2 激进女权主义 把男性视为敌人，并认为国家、家庭与教育都是男权压迫女性的
工具。 

3 社会主义女权主
义 

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造 
成了女性的不利地位。 
主张为女性提供特别的保护性立法，通过救助和扶持弱势群体来
实现男女平等。 

4 后现代女权主义 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认为任何宏大的理论体系都值得怀
疑，因此认为没有任何一类女性可以代表所有人。这个流派与上
述另外三种流派存在对立关系。 

大马女性仍遭受不平等

朱老师引用我国统计局于2020年

的“大马女性赋权指数”指出，当年

的整体性别平等指数为0.714分（若为

1分则表示男女已达到平等），在全球

156个国家中排名第74位。其中在性别

平等方面做得最好的项目分别是教育

程度（1.059）和健康与生存（0.956）

，但政治赋权（0.100）和劳动力参与

（0.553）都明显比其他东南亚国家低

得多。这表示在我国的政坛中，女性

的比例远远落后于男性，且没达到政

府所提出让女性参与政治达到30%的目

标。至于劳动力参与方面，则是男性

比女性的占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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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全球性的角度上看，全职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20%。另外，在疫情期间，女性的失业率大于男

性。朱老师据此提出两种可能因素：女性需照顾家里和出门工作，无法二者兼顾；疫情期间所需的劳动力下

降，导致女性失业率上升。

另外，在2020年疫情期间，我国妇女部发布了一贴内容为“共同建立家庭和谐：如何避免家中夫妻吵

架”的海报。海报中提及，女性在家里要好好打扮、穿着体面，请求丈夫帮忙时要用温柔的声音来说话，构

成物化女性的情况，当时引起了社会相当大的批评。朱老师说，这份海报上虽然提及“共同建立家庭和谐”

，但内容全部都集中在女性居家时要负责的部分，而男生却没有任何的限制与要求，这就失去了“共同”这

一词的意义了。

女性主义的发展与性别诠释

朱老师提到，在人类的历史上，女性主义共掀起四波运动：第一波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力，例如法律上

的性别平等、选举权与受教育机会等；第二波为争取女性的生活和身体的自主权，例如推动反物化女性运动

和讨论堕胎议题等；第三波为精神方面，主要强调性别的多样性与多元审美标准，致力破除性别刻板印象；第

四波则是从社会方面切入，反对生活或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和性暴力，例如前几年十分盛行的“#MeToo运动”。

另外，朱老师也提及女性主义对性别的诠释。从生理角度上看，无非就是染色体的差异所决定的，但有

一部分人会因为染色体出现了一些变异，而导致生殖器官发育不完全，变成了同时拥有男性与女性生理特征

的人，俗称双性人。朱老师也给同学看了香港的细细老师，身为双性人在社会与生活中，遭遇各种困难的采

访影片，让同学了解双性人的真实处境。但从社会角度看，就不止这三种生理性别了，以跨性别者为例，他

们都是在人生的某个年龄段，觉得自己其实应该是男性或女性，而非自己原本的性别。朱老师举例，中国艺

人金星便是较为著名的男跨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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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总结，性别其实是作为一个社会分类与维持社会秩序的概念。性别的差异，会

让社会对个体的姓名、物品、角色、期待等，都形成了刻板印象。随着时代和工具的改

变，性别平等也随之改变。以美国来说，70年前粉红色曾被定义为男性的颜色，而在二

战之后，蓝色被定为男生的颜色；而到了现代，男性则习惯性地把粉色与女性挂勾。诸如

此类的刻板印象逐渐形成了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定义，社会的规范也造成了男女的差别对

待，例如男性取了一个较为女性化的名字，可能会遭到同学的嘲弄。因此，唯有兼具尊重

和包容各性别的观念，才能突破我们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

拓展对女性主义的认知
萧钿沁（高一文商义）

参与讲座前，我其

实对女性主义没有深入

的了解，不过这场读书

会确实拓展了我对女性

主义的一些认知，尤

其是在其历史发展与诞生的初衷。从

女性最初无法获得投票权，到如今在

各领域的百花齐放，都彰显着前人努

力的结果。其中，我最印象深刻的当

属我国妇女部于2020年发布的“共同

建立家庭和谐：如何避免家中夫妻吵

架”海报，因为我原本是不知道此事

件的，直到朱老师说起这件事情，我

才了解。本该为女性发声的妇女部，

却发出了这么一则男女不平等的海

报，确实令人感到惊讶。

更认识女性主义的起源
汤紫瑶（初一智）

我本身是对这次的读

书会的课题感兴趣才主动

参加的，也确实从中习得

挺多的收获，例如有关女

性主义的概念这一部分：

我在此之前对女性主义并不了解，透过这

次读书会，稍微拓宽我这方面的知识。朱

老师的分享，让我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

起源有了不少的认识。虽说我是感兴趣

才参加的，不过我在此之前并未对读书会

的内容有过多的设想，只是默默期待读书

会的到来而已。朱老师在这次读书会中提

到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课题，在我的日常生

活中，倒是较少察觉到，至少在我的意识

中，本身并没有遭遇性别不平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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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出版组 · 坤成校讯社
“初·寻”跨校线上排版工作坊 

采访报道 / 周可欣（高二文商礼）、杨丝缘（初三忠） 

我校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与坤

成中学校讯社，于5月16日（星期

一）早上10时共同举办“初·寻”

跨校线上排版工作坊，针对两校刊

物的美编方面进行交流，希冀能在

增进情谊的同时，也让营员们学习

关于排版的相关知识。

本次工作坊的主题“初·寻”

，源自于我校出版组的“出”以及

坤中校讯社的“讯”之谐音。“

初”代表着初心，表示营员们对

新闻报道工作的初心并不会为疫情

所磨灭，在寓意矢志不渝的同时，

也希望营员们可以透过本次的交

流营，重拾担任学记的初心与热

忱；“寻”则取意探寻，蕴意本次

的交流营除旨在让营员们寻找出彼

此身上之特点相互学习，同时也可

以借此机会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总之，此主题喻示着此次交流营将作为

各位营员们心灵交融、畅想的共同体，

并在彼此之思想碰撞中获得新知，互相

敦促前进与持续成长。

接着，两校学会的顾问老师——陈

敬谦老师、傅敏倪老师，以及主席——

周可欣、苏子铭相继致辞。他们表示，

本次的交流营是一次千载难遇的机会，

并衷心希望营员们能从本次的交流营中

获益。另外，本次的工作坊以“寻宝”

的故事贯穿整场活动，为整场活动增添

了不少色彩。

  □ 兴华中学代表们分享《兴传》美编经验以及分享Canva软
体的使用教学。

 □ 两校师生欢喜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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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进行的第一个活动为“【

寻】宝藏”，营员们须在限时内带着

站长所指定的物品回到电脑镜头前并

加以展示，最慢回到镜头前的营员必

须进行自我介绍，从而达到互相交流

的效果。紧接着，进入的是全体破冰

环节——“神秘磁带”。在此一环节

中，营员必须猜出经过处理的歌曲，

并说出相应曲目。经过两场游戏，两

校之间的“冰墙”很快就被击破了。

随后，便进入兴华中学的分享会

环节，主要由吴欣颖、颜钰敏、邝安

琪带来《兴传》美编经验分享以及

Canva软体的使用。分享会结束后，

营长股也安排了实作环节，让他们更

能得心应手地掌握Canva软体的使用

技巧。

午膳之后，坤成中学的古琦和黄俊儫带来InDesign软件的使用教学。除了软件的教学之外，他们还分享

了自己在担任刊物主编时的种种经验和困难，以及其他制作刊物时所需注意的重要事项，好让营员们对刊物

的制作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活动已到了尾声，营员们随即进入小组，进行整场工作坊的心得交流。“初·寻”兴华、坤成跨校线上

排版工作坊至此在和乐融融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双方学会关系更加熟络
苏子铭（营长股，坤成中学校讯社主席）

本次是我们坤成校讯社第一次联合他校举办交流

营，因此在经验上可能不是那么充足。幸运的是，此次

的合作对象——兴华中学大众传播出版组在筹备活动上的经验相对来

说比较多，做事的效率亦可说非常之高。因此，我个人也透过这次的

筹备，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例如：如何策划活动、制定方案

等等。如果问我对兴华出版组执委团的第一印象为何，那就是活泼、

热情。除此，通过这四个月来的筹备，双方学会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熟

络，若还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明年还能在与友校进行更多的交流。

  □ 坤成中学代表分享InDesign软件的使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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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学长姐无微不至的关照
李紫綝（营长股，坤成中学校讯社副主席）

身为初二生的我，大概是营长股之中年纪最小的了。但在

整个工作坊的筹备过程中，坤成中学和兴华中学的学长姐一

直都很细心地带领我们携手完成工作，这点是我非常感激的。除了营长股之

外，兴华的其他执委也非常热情、友善，使整个筹备过程基本都能处在一个

融洽欢乐的气氛之中。若要对此次的工作坊进行评分，我会给出八分。对于

第一次筹办跨校活动的我来说，本次的工作坊有达到我的预期，也能算是圆

满落幕。在此也感谢兴华出版组的邀请，提供两校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如

果条件允许，希望来日两校能够拥有实体合作的机会。

携手共构兴华人和坤成人的交流平台
周可欣（营长股，兴华中学大众传播出版组主席）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跨校活动的营长股，因此在许多方面

或许会有一些不甚圆满，必须感谢筹委团及营员们的包容及

配合，致使本次的跨校交流营得以圆满地落下帷幕。久闻坤成中学校讯社无

论是在中英文的写作或刊物出版方面，都有着极高的造诣与丰富的经验。因

此，此次的交流对我校出版组会员而言，可说获益匪浅。本次的工作坊旨在

共构一个属于兴华人和坤成人的交流平台，希望营员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最后，也祝愿我校出版组及坤成校讯社与发展越来

越好、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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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ON  MAKING A GREAT 
PRESENTATION 

Workshop from UWE BRISTOL
 Reported by ELC

Under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and the Higher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t,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organised a workshop 
for Hin Hua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how to 
make a great presentation on 28th February 
2022, Monday at 2.00p.m - 3.00p.m via Zoom. 
The speaker, Mr Thom Howell, is an English 
Language consultant and holds a Cambridge 
DELTA qualification.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seventy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workshop which aimed to introduce some 
speaking strategies as well as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cues  that all good presenters 
should possess when giving a presentation. 

Mr Howell began the session by checking 
the students' perception on “What makes a 
good Public speaker” and was later impressed 
by the excellent ideas provided by the students.  
He then provided key contents, including a 
short self-introduction to grab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and giving an overview on what one 
will be presenting. Mr Howell  highlighted that 
a presenter could start the presentation with an 

anecdote which helps people to relate to his/
her story. Besides, a little sense of humour 
would grab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and 
emphasising key words was a great way for 
making the presentation interesting.   

The focus was then brought to   “What 
factors do you need to consider when 
designing a presentation?” According to Mr 
Howell,  the presentation slides should not 
be overcrowded; key points or pictures could 
be used for the audience to hav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ation. He also 
went over the seven main considerations that 
a presenter should make: using bullet points, 
not using different fonts within a slide, using 
phrases and keywords instead of sentences, 
using as many illustrations as possible, 
contrasting the font with the background, not 
using capital letters for all the text and using 
three to five points for each slide. 

Mr Howell went on with how to create 
a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audience as a 

□ Mr Howell is explaining on the use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when pres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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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Howell is holding a Q&A session on what to avoid while 

using slides.

presenter such as being punctual, 
dressing well, being prepared and 
anticipating questions. Furthermore, he 
emphasise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when presenting such as eye contact, 
gestures, and moving around the 
stage rather than standing stationary. 
Additionally, he also highlighted how 
silence can be used to emphasise a 
point and give the audience time to 
comprehen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He added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presenter to keep the audience engaged 
by asking questions or having them to 
do an activity. 

Mr. Howell emphasised what a 
presenter should avoid doing when 
using the slides. He stressed not to 
read the slides and turn one’s back 

to the audience. The presenter needs to also know the content topic before presenting it to the audience. 
He also provided instances of how a group present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When presenting in a group, 
he demonstrated how to make signalling transitions to ensure cohesiveness. He stressed that in a group 
presentation, the crucial items to address in a transition to the other speaker are: a quick conclusion of your 
part, the name and position of the next speaker, and a brief statement about what the next  speaker will cover.

Mr Howell concluded the session with some recap questions. Students efficiently responded to all of his 
questions, and he was impressed by their clarity in understanding what he had imparted.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workshop were actively engaged and responsive towards the speaker’s questions and the UWE Bristol 
organiser was impressed with stud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shop. For workshop participants, UWE 
Bristol has organised a Presentation Skills Competition in which students must record a presentation using 
a phone, camera, or zoom self-recording. In the presentation, the participants must appear as a speaker or 
presenter. 

The UWE organisers were indeed grateful for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 workshop and host a 
meaningful competition with Hin Hua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top 3 winners of the competition are as 
follows:

Winning Position Participants Prizes 
1st Prize Winner Emily Wong Wei Lyn  RM 300 Grab voucher + 

certificate 
2nd Prize Winner Angeline Soo Jie Lin RM 200 Grab voucher + 

certificate 
3rd Prize Winner Tan Jia Jing  RM 100 Grab voucher +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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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ed by ELC

Elocution competitions are held basically 
to challenge young speakers to be confident, 
compelling and charismatic in their speech deliver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has successfully 
organised the Elocution Competition for Junior to 
Senior levels as we believe in fostering a community 
for young public speakers to challenge themselves 
and bring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to the next 
level. The Elocution Competition finals were held 
on 12 April 2022.

The preliminary round of the Elocution 
Competition required the participants to submit a 
video recording of a speech of not more than 3 minutes 

Elocution Competition 2022
Your Voice Deserves To be Heard

for Junior levels and 4 minutes for Senior levels. 
After a round of judging conscientiously, 8 finalists 
from each level were shortlisted. For the finals, 
each finalist had to present their prepared speech 
and a 2-minute impromptu speech to the judges 
in different ELC venues. The impromptu speech 
topics were more of factual topics and were based 
on current situations that are relevant to teenagers 
and students in general. Students had the chance to 
voice out their thoughts on the current issues in the 

□ Senior Elocution Winners.

□ Elocution Judges attentively listening to the 

contestants delivering their speech. 

form of a speech 
within the time 
frame given. Some 
contestants had 
good content in 
their Impromptu 
speeches, which 
drew the judges' 
attention.

□ A contestant delivering 

her Impromptu speech with 

enthusi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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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or Elocution Winners.

2022 Elocution Competition Winners - Junior Level

Based on the judges’ comments, most of the contestants were able to demonstrate good speaking skills. 
There were a few candidates who made good eye contact and had excellent pronunciation when presenting 
their speech. Besides, most of the contestants remained calm throughout their presentation and managed to 
end their speech within the time allocated. ELC wishes to congratulate all of the winners on their outstanding 
presentations and thank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for their active involvement in this competition.

Prize Winner 
1st Prize Amos Wong Shi Yi ( J3 Melbourne ) 
2nd Prize Koo Yan Xin ( J3 Canberra ) 
3rd Prize Lim Jia Quan, Philip ( J3 Canberra ) 

Consolation Prize  Nicholas Lee Kwan Hong ( J3 Chicago ) 
Consolation Prize Yong Wui Hei ( J3 Adelaide ) 
Consolation Prize Chloe Tan Qin Qian ( J2 Canberra ) 

 

2022 Elocution Competition Winners - Senior Level
 Prize Winner 

1st Prize Yew Jin Harn (  S2 Athens ) 
2nd Prize Yong Kai Seng ( S2 London ) 
3rd Prize Yong Jun Seng ( S1 Canberra ) 

Consolation Prize  Lim Hung Xuan ( S3 Adelaide ) 
Consolation Prize Lai Celine ( S2 Wellington ) 
Consolation Prize Eugene Gan Ming Tao (S2 Athens ) 

Best Impromptu Speakers
 Junior Level Senior Level 

Amos Wong Shi Yi Yong Kai Seng ( S2 London ) 



34 校园动态

Junior Elocution Winner & Best Impromptu Speaker
Amos Wong Shi Yi (J3 Melbourne)

I feel accomplished. I have put a lot of work into this, stressed 
quite a bit over this too.  And thinking back now, it's really been a  long 
and challenging journey. It all started from preparing a speech for this 

competition to practising it in front of a camera and asking for my parents' opinion on 
the video that I had recorded. Without my parents’ guidance,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deliver my speech well. This competition has truly challenged me in many different 
ways. But in the end, I am glad that I had the chance to test my speaking abilities, and be 
challenged by others in this area, and I am honoured that my effort has been appreciated 
and approved. Lastly, thanks to Ms Jaspreet for encourag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mpetition. 

Senior Elocution Winner 
Yew Jin Harn (S2 Athens)

When Miss Wendy encouraged 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ocution 
competition around mid-February, I was pretty much against the idea of 
joining because I was surely going to be very busy starting this year so I 

didn't think I could make time for it. Nevertheless, I still entered the elocution competition 
in the end just for fun. I didn't have much of a problem when it came to preparing for 
the competition.  I decided on my topic, wrote my script in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memorised my script, and then shot my video for the preliminary round. Overall,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went by smoothly for me. To my surprise, I was soon informed 
by Miss Wendy that me and my friend, Eugene, had gotten into finals. Luckily, I still 
remembered my script so practising wasn’t too hard. I practised my prepared speech 
every day before the competition. However, I still thought that I wasn't doing enough. I 
was anxious that I would fail to deliver both my prepared speech and impromptu speech 
perfectly. Thankfully, Miss Wendy spared some of her time to help me and my friend 
practice for the competition. 

On the day of the competition, she told us that we didn’t have to burden ourselves 
with how the results would turn out and just enjoy the stage. Her words helped me lay 
down my worries and I stepped into the competition more relaxed than ever. I delivered 
both my prepared and impromptu speeches successfully with no regrets. I made a few 
minor errors so I was already prepared to know that I had lost. Oh, how wrong I was! 
When the teacher announced that I had won first place, my jaw dropped. To be honest, I 
was more shocked than happy at first. I guess the worl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It was 
good to know that my efforts didn’t go to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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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学年教师专业成长工坊（五）   

 PhET Simulations 互动式实验模拟器

  □ 郑帏衔老师

报道 / 洪芷汀

工作坊回顾影片

为支援老师开展混合式教学，我校教务处于5月7日（星期六）上午10时，通过

Google Meet举办了今年的第五场教师专业成长工坊，邀请了郑帏衔老师与陈伟轩老师

分享PhET Simulations的应用心得。PhET Simulations是一款互动式实验模拟器，

非常适用于理科教学，让学生在直观的、游戏化的环境中进行探索和发现。

  □ 陈伟轩老师

PhET Simulations是诺贝尔奖获奖者卡尔·威曼的愿景。于是，他与科罗拉多大

学波德分校共同开发PhET，以改善科学现有的的教与学方式。PhET各代表了Physics 

(Ph，物理)、Education (E，教育) 及Technology (T，科技)。秉持着 “借由免费

的交互模拟教材，让更多人了解科学与数学” 为服务目标，PhET Simulations是一

款免费且开放的程序，不需要任何繁琐的注册手续就可以使用。

PhET Simulations含括五种科目，即物理、化学、数学、地球科学及生物。另

外，虽然PhET的默认语言是英文，但也内设了中文及其他多种语文的翻译供使用者

选择。在PhET中，老师们只需通过主题选择所需的模拟程式即可使用。

郑老师分享了在课堂上使用PhET的方式，

分别为直接打开网页使用，或者将链接插入至

Classroom及Powerpoint中使用。他表示，他通

常在Powerpoint中使用PhET（只能支持使用英

文版），也常将PhET插入Classroom中当作课后

复习的资料。在Powerpoint中使用PhET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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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为Insert Extension（插入插件），搜寻 PhET，再选择Insert（插入）；插入Classroom的方法为直接

点开所需的模拟器主题，再把链接复制到Classroom 即可。

陈老师则表示，他是在讲义中加入PhET的QR code，并在课堂上请同学们透过扫描来开启特定的PhET 

Simulations。他提到，鉴于学校的实验器材灵敏度不足，且数量有限，导致学生们无法很好地参与实

验，因此他才会选择在课堂中使用模拟器。他也分享到，近年来他会先在课堂中使用模拟器，让学生们为实

验作结论后，再补充说明，昔日以知识讲授为主的“传统课堂模式”，呼应对“翻转教学”模式的尝试。另

外，陈老师也分享了一些针对物理主题的模拟器，以供老师们参考。

两年疫情的网课教学，让老师在调整与摸索线上教学的历程中，意外地挖掘教与学的工具，并在后疫情

的实体教学中，融入其中，拓展的是更灵活、更有效果的教学。PhET Simulations的应用，已是一个好例子。

□ 五种科目，即物理、化学、数学、地球科学及生物，多个模拟程序供选择。

□ 陈伟轩老师在工作坊也分享他如何在课堂上以PhET Simulations，展开物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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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学年教师专业成长工坊（六）   

 掌握 Canva 使用技巧 老师也可以是设计师

  □刘兼阀老师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工作坊回顾影片

我校教务处所举办的2022年教师成长系列工作坊，于5月28日（星期六）上午9

时进行第六场的线上活动，由刘兼阀老师及王翠玲老师主讲“多功能在线设计及作

业材料分享软体——Canva”，分成中英文两个场次。

打着“学习之后才发现，老师也可以是设计师！”的口号，两位老师带领与会

者学习Canva以应用于简报设计、海报设计及影片制作等的功能。Canva推出教育版

后，只要拥有edu的电邮账号的教育工作者，既能免费注册使用。在这后疫情的混

合教学环境下，不失为一场及时雨！

  □ 王翠玲老师

Canva 连接 Google 教室

针对使用Can v a的好处，王老师指

出，Canva教育版对教育工作者更为友善，

不仅提供了高达100GB的储存空间，让老师

能直接把档案存在该平台以节省Google的储存空间。除此之外，连接Google教室的

功能亦能让学生的作业集中在该平台中。

王老师也提到，以过去的经验而言，当老师发布简报制作、海报设计和心智图

制作（Mind Map）的作业时，学生会自行透过不同的平台完成作业，而老师就需要

登入不同平台批阅。不过，如今老师能透过Canva教育版发布这类作业，并连接到

Google教室的作业区，要求学生在该平台完成，因此作业的缴交更为集中，老师批

阅也更为方便。

她以英文短文的作业为例进行示范，在Canva中选择一个模版，在模版上注明作

业的要求后，即可透过发布到Google教室作业区的功能进行发布。发布后，学生会

在Google教室的作业区收到这份模版的链接，点开连接后，即可直接在模版上进行

创作。最后，老师再进行批阅。除了个人作业之外，组别作业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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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 Canva 教室提供教材

除了上述的功能之外，刘老师也特别提到，老师们可以在Canva教育版的班级功能中，开设自己的教室，

并把Google教室的同学导入到Canva教室中。如此，学生便可以直接在Canva教室中阅览老师在教室中所提供

的教材，不需再发布到Google教室，在使用上更为方便。

Canva中的所有模版，教育办的用户都可以免费使用。刘老师指出，在Canva“模版中心”内，有非常多

教育类别的模版供选择，种类包括教育演示文稿、视频、讯息图、课堂海报以及课程计划等。

除了模版的使用之外，刘老师表示，自己也非常喜欢使用Canva中的素材，包括插图和动画等，让设计更

为生动，同时也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除此，他还特别建议在注册Canva教育版的账号时，可以选择中文的预

设语言，因为这将能够选用许多中文的字形。

当天，在王老师和刘老师的带领之下，中英文两场工作坊的与会教师，皆注册了Canva教育版的账号，并

在现场实际操作了Canva的功能，以期能运用在往后的教学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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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个人简历与面试技巧工作坊
采访报道 / 吴芯仪（高三文商和）、许毓茹（高三文商廉）

  □  左为Ms. Eileen (双威大学Manager of Events & Outreach Programs)、右为 Ms. 
Cindy (双威大学Senior Manager Events & Outreach Programs )特来我校开设“撰写个人
履历与面试技巧”工作坊。

为指导同学撰写具有个人特色的履历与了解面试技巧，以

提升同学升学竞争力，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5月21日（星期

六）上午10时，邀请双威大学（Sunway University）活动和外

联部（Events & Outreach Programs）的高级经理 Cindy Chow

老师，开设“撰写个人履历与面试技巧”工作坊，为升学或就

业做足事前准备。

Cindy老师表示，一份个性化的履历，旨在突出个人的才能

和特色，以期在众多个人履历中顺利脱颖而出，让审查者对你

留下深刻印象，提高录取个人履历的率。她强调，在撰写个人

履历时，须先弄清楚自己的申请目的是为了入学抑或奖学金申

请，并提供相符的内容。因应前者，我们应在履历中凸显与自

身申请科系相符的学习背景；至于后者，则须强调个人的才能及

成就。她亦提醒，履历的内容顺序应以申请相关的要求为优先。

  □  Cindy Chow老师

用数字凸显重点

Cindy老师说，撰写者须明确自己的优势，在履历中更好地突出自身的优

势和特长。她解释，撰写者可在履历中，“量化”自己的表现或才能，用数

字凸显重点，使其更具说服力。她举例，“我曾担任羽毛球学会主席，成功

筹办过10场活动，9场比赛，其中2场为国际赛事”的表达，更胜于“我曾成

功筹办多场活动”。同时，履历应避免长篇大论，适当的运用条列式列出要

点，保持信息简洁明了。再者，字体建议为Times New Roman 或 Arial，字

体大小控制在11与12号之间，且拥有适量的间距，易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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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到，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是整份履历准备中的一大关键部分，作为评价学

生的一个重要依据，它展现了个人的背景、目标、综合素质等信息，一份好的个人陈述，足以让

申请者占据更强大的竞争优势。另外，履历之上所选用的个人照亦至关重要。她建议，申请者可

提供近期所拍摄，而相对正式并易于辨识的个人照片。除此，申请者也应避免于履历之中附上生

活化的照片，譬如自拍照或在餐厅用餐的照片，否则会让审查者留下不好的印象。

Cindy老师补充，当我们正式将个人履历电邮给大学代表时，应以个人全名为档案命名，并

存为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的文件格式。她也不忘建议，申请者应以自己的私人邮

箱发送个人履历，并在邮箱用户名的设置上采用姓名的排列组合，如此一来，便能显得更为正式

及专业，好创造条件争取进一步面试的机会。

前 90 秒决定面试成败

Cindy老师在分享面试技巧中提到，某统计调查结果指出，其实在面试过程的前90秒，已大

致决定了面试者的成败。90秒内影响面试官作出录取判断之主要三大因素，包括面试者步入面试

间的举止和衣着，占55%；表达能力，占38%；内容丰富程度，占7%，足见仪容举止之重要性。因

此，他提醒同学们在面试时，穿着打扮理应端庄整洁。

除此，不论是线上抑或线下的面试，都应该守时。她认为，能提前抵达面试地点，可充分展

现面试者对该场面试的重视。此外，她也鼓励同学们应在面试之际尽量展现自身具备之经验与才

华，但并非以欺骗的方式。不然，谎言一旦被揭穿，势必会影响到面试结果，得不偿失。

另外，她也提及，同学们在面试前理应做足准备，提前了解该学校或企业的基本资料、产品

资讯、发展愿景等等，以免在面试时答非所问、无法回应，同样会影响面试官对你的观感与录取率。

Cindy老师在工作坊的尾声还分享了10个面试官最常问的问题，并邀请同学与她在台前一同

模拟面试场景。最后，她还不忘提醒面试者在面试后留下面试官的名片或联络方式，好让自己在

面试以后，得与面试官跟进面试结果，并致上谢意，这也能让你留下良好的印象，从而提高面试

成功的机率。

  □ 同学与Cindy Chow老师在台前一同模拟面试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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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历与面试技巧有助于升学求职
黄馨霆（高三文商礼）

如今正处于高三阶段的我，正是社会中所谓的“小白”

，踏入社会的一切充满了未知数。我总忖思，当我正式踏入

社会时，我想要的那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我就能得到

吗？我觉得这并不一定。不过，若我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

以及实用的面试技巧，这不仅对我的求职有所帮助，也将在

我未来的升学路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增加我被录取的可能。主讲者有

趣的分享，使工作坊围绕在愉快且不枯燥的氛围，让我得以在专注的状态

下，好好吸收撰写个人履历与面试技巧的相关知识。我认为，这些面试的

技巧，除了提高我的信心，也让我在未来面试时不至于手忙脚乱。因此，

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深入地了解其他的面试技巧与撰写履历的方法，

以及各大学的资讯，其中包括大学的课程、费用等，让正处于高三关键的

升学阶段的我们多学习。

实际演练更易了解面试流程
杨诏元（高三理忠）

临近毕业，为了拥有更好的大学和工作，面试将是未来生活中必经的环节之一。我希望通

过这个工作坊，了解面试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好让我更游刃有余地应付面试。虽然本次的工作

坊是以英文为媒介语，但我们都能轻易地理解主讲人所分享的内容。Cindy老师不仅用自己独特

的魅力带动了这场工作坊，还通过实际演练的模式，让同学们更能身历其境地了解面试场景。

此外，通过这场讲座，我也了解到其实面试的内容或许并不是面试官最主要的评量标准，个人状态和第一印

象才是决定面试结果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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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 Personal Statement 线上工作坊

报道 / 吴欣颖（高三理孝）、刘怡君（高三理孝）

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2022年5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时至11时，通过 ZOOM 平台举办了一场撰写 

Personal Statement 的线上工作坊。此次工作坊特别邀请了 Imran Hashim 老师， 为高中生讲解在英国

系统下撰写 Personal Statement 的攻略。

何为 Personal Statement ？
Personal Statement 为申请英国、美国及加拿大等英语源流大学时，

必备的一篇申请人自我介绍的文章，主要以英文作为媒介语，类似于中文

的“自传”。目前除了欧美国家以外，新加坡的大学（诸如NUS、NTU）、

香港及中国部份大学，皆需在申请大学时附上此文。一般而言，Personal 

Statement的内容包括了申请者的求学动机、学术学习能力、未来工作和研

究方向等等。此外，大学在处理录取学生或奖学金核发等相关事宜时，主要

是通过全面考察申请者的条件来决定的，而 Personal Statement 在申请

过程中就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些大学直接以Personal Statement 

代替面试，作为评价学生的重要依据。

撰写开头的方法

 Imran 老师表示，第一印象是重中之重，为了吸引面试官的兴趣，

开场白应避免使用过于常见的句子（例子见图1-1）。反之，我们该出奇制

胜，尝试以独创的句子作为引子。在简短的开场白后，撰写者即可直切正

题。需要注意的是，书写的内容要与你的兴趣相连接，并尽量避免使用过于

华丽的用词与谚语修饰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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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避免使用的 5 大常见开头句子
1. From a young age I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fascinated by]...

2.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I have…

3. I am applying for this course because…

4. I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5. Throughout my life I have always enjoyed…

内容结构三要素： 
Action, Benefit, Course

Imran 老师提出，Personal Statement 中

有关“学术表现”的内容占比应为70%至80%，其

中包括：选择该课程的原因，是否拥有相关学科

的技能、延伸阅读、课外活动经验，还有入选以

后的未来规划。接下来，Imran老师还介绍了书

写 Personal Statement 内容结构的相关技巧——

“The ABC rules”。他扩充解释道：“‘The ABC 

rules’中的‘A’代表 ‘Action’，说明让你决定

就读此科系的动机、经历及你付诸的行动。‘B’ 

代表‘Benefit’，说明通过‘Action’你收获了

什么。‘C’代表‘Course’，确保内容包含的信

息与申请的科系或课程相关。”

合理规划，精准表达

Imran 老师指出，撰写 Personal 

Statement时，选择的用词必须正式，

且字数以4,000个字符（包括空格）

或大约500个字为宜。由此，撰写前

的合理规划极为重要。为了使内容简

洁明了、一目了然，应确保自身列入

其中的课外活动与所选择的课程息息

相关，避免冗长无用的信息。还需

注意的是，含糊不清的言辞与过度叙

述某一项特定的内容皆不可取。在完

成 Personal Statement后，可另请他

人帮忙校对，以免出现文法或拼写错

误的情况。正因如此，越早开始撰写 

Personal Statement 越好，好让修正

及校对预留宽裕时间。

另外，Imran老师还提醒学生应

同时关注多个升学机构，统合并筛

选不同机构所给予的资料。除此，

他也不忘告诫学生在缴交Personal 

Statement时，切勿使用不适当的电子

邮件地址。最后，Imran老师还对抄袭

行为表达强烈谴责。因此，他建议以

纸本书写的方式撰写履历初稿，完成

后再抄写于线上软件，以有效避免窃

取网络资料的情况。

  □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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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撰写履历的能力
卢英仁（高三理爱）

Personal Statement 作为未来申请大学或者奖学金使用的重要文件，身为一

名准备升学的高三在籍生，却完全没有相关的知识及撰写经验。为了提升自己撰

写Personal Statement的技能，我决定报名参加此次的工作坊。

此次的讲座给予了我接触并学习相关资讯的平台，增加了我对Personal Statement的功能和

内容的基本了解——明白了Personal Statement对于申请大学或奖学金的重要性及其中各种类型

的资料的用途与价值，并让我学会了以不同的角度去分辨各类Personal Statement的优劣。我也

学会了撰写Personal Statement中需要的资料、书写方式和个人讯息的表达方式。

此次工作坊让我获益良多，唯一让我较感遗憾的是工作坊中学生与讲师之间的互动较少。倘

若下一次还有类似的工作坊，我还会参与。

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充分准备
萧愉颖（高三理孝）

身为一位高三生，学会如何撰写 Personal Statement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

为一份优秀的 Personal Statement 对未来申请大学非常有帮助，甚至有些大学

以 Personal Statement 代替面试录取学生。此外，一篇良好的 Personal Statement 是打开未

来大门的钥匙。除了提高被梦想大学录取的机会，Personal Statement 也能帮助我们获得奖学

金。因此，我决定参加了这一次的线上撰写 Personal Statement 工作坊。

我认为在这场活动讲师讲得很好，很多知识点都被明确地提出来。除此之外，讲师也与同学

们有交流。关于这场活动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认为讲师的讲话速度可以放慢一点，而且例子也可

以准备多一点，让同学们更加明白如何撰写 Personal Statement。

在这场活动中，我比较了解了 Personal Statement 是什么、撰写攻略以及需要避免的一些

常见的错误。一些重要的相关提示是：内容必要相关，不得概括，细节非常重要。如果下次学校

再次举办有关的活动，我一定会尽量报名，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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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制作和日常生活工作坊报道
报道 / 黄思贤（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5月 3 0日（星期一），我校升学与

国际事务处邀请来自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电影和戏剧研究系

教授Tasos Giapoutzis, 于科技大楼5楼协作

学习室进行电影制作和日常生活工作坊。

活动开始，Tasos教授为同学简单介绍电

影制作的4个流程，包括前期制作、制片、

后期制作、电影的宣传。前期制作的过程

需要制作团队的集思广益，通过研究及创作

剧本、规划电影预算等，再到演员的角色分

配；而电影制片的过程中，涉及了拍摄、指

导、灯光、录音等技术上的支持；接着为后

期制作环节，即剪辑与特效等；最后才是电

影的宣传工作。

Tasos教授表示，同学可以通过观察日

常生活获得电影制作的灵感，比如从自身最

感兴趣、关心的事物等获取。同时，电影还

需结合不同的场景，如恐怖、浪漫、搞笑等

的情节，作为创作素材。

除了讲座分享之外，Tasos教授也要求

现场的同学进行分组方式，实际透过日常

用品创造不同的场景，来制作小短片。过程

中，他与5组的同学交流互动，并在剧本设

计及电影拍摄技巧上给予指导。最后，同学

们也在电影实作活动后，结束了这场获益良

多的工作坊。

  □ Tasos 教授为同学简单介绍电影制作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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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ed by:
 DATE: 22nd JULY 2022

TIME: 7pm - 8.20pm
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uyw-znuc-
azr

 
This event is sponsored by the Tan Sri Yeoh Tiong Lay & Puan Sri Tan Kai Yong

Aided ELC Teachers & Students Training Charitable Fund.

Pay only RM10 and sign up for the reading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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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华文创作比赛

联
办

单
位

 ：
教

务
处

、
图

书
馆

、
资

讯
出

版
组

扫描二维码报名
及浏览比赛简介

主
办

单
位

 : 人
文

教
育

研
究

与
发

展
组

推动校园文艺创作风气，培养写作人才。

文
学
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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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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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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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

第一名 RM120 第二名 RM80 第三名 RM50 佳作 RM30
现代诗

初二、初三组
散文

第一名 RM150 第二名 RM100 第三名 RM50 佳作 RM30
现代诗

高中组

散文

第一名 RM180 第二名 RM150 第三名 RM100 佳作 RM60
现代诗

短篇小说

评论

◢ 截稿日期：16-09-2022 （星期五）

第
一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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