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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两年，我校于6月17日（星期五）以实体与线上转播的方式，举办了第75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全

体教职员生共同欢庆这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

今年校庆主题为“兴华75，风华齐舞”。“风华”一词，有优雅、优美、风采、才华之意；“齐舞”则

是“七五”的谐音。寓意着我校将持续集合更多力量与智慧，以更强大的力量、更稳健的脚步，持续翩翩齐

舞、同“兴”协力舞出一个风华绝代，开创出更美好的辉煌篇章。

“兴华 75，风华齐舞”
第 75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采访报道 / 刘恩琪（初一廉）、陈玮铃（高一理爱）

□ 众嘉宾主持切蛋糕仪式，前排左起为叶进来董事、陈伟后董事、颜建义副董事、余安副董事长、拿督李
平福董事长、苏进存校长、苏顺昌董事、尤瑞泉董事、吴莞馨同学、邱婕妤同学。

□ 高三学生代表鱼贯入场献花给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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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致词时，回顾兴华创校至今的历史：“这75年岁月崎岖地走来，绝对没有一点儿的行

险侥幸，有的是‘庄敬自强’的艰辛曲折，有的是在绝路中探寻出路的胆识与决心，加上两代董事教师的上

下一条心。”他劝勉同学们好好珍惜，不忘根本，深信兴华将写下一页教育传奇，再造一部“兴华春秋”。

苏进存校长表示，节庆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一切人、事、物。他代表全体师生感谢董事长领

导下的三机构对学校、全体师生的爱护，以及感谢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为师生建构典雅、舒

适、安全的校园，也感谢老师们在教育工作上的努力及投入。随后，学生代表吴莞馨同学在致词时，以三语

表达了对学校的祝福以及对董事和老师们的感谢。

庆典上，高三同学代表全体同学献唱了《教师颂》和《以您为荣》，并献花予全体师长。接着，董事

会、校友会、家教协会全体理事、校长、副校长、各行政主任、75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筹委会主席邱婕妤

同学以及学生代表吴莞馨同学，一起上台陪同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先生代表全体兴华人切蛋糕。

当天，我校也颁发了教职员服务奖：

40年：李锦华

25年：苏进存、黄志光、李贤丽、刘美娥、沈瑰心、 

           林春兰、颜毓菁、李增注、沈专丽

20年：叶雅幼、李贤慧、莫建华

15年：黄晓云、马佩君、颜友玲、Regina、黄轩辉

10年：许微微、Jamilah、Madhura、梁耀文、李娟、 

           陈坤祝、郑桂妮、黄芷欣、叶婷婷

□ 荣获40年服务奖的李锦华老师与拿督李平福
董事长（左）和苏进存校长（右）合影。

□ 合唱团献唱2首曲目分别是《教师颂》和《以您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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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下半场，我校14个表演团体自疫情发生后终于在这盛大的、庆典上重返久违的舞台，为全体师生呈

现精彩的表演。首先，由管乐团演奏并演唱的《明天会更好》为演出掀开序幕。随后，华乐团演奏了《龙的

传人》。扯铃队的《扯舞飞扬，铃花芬芳》，各种花式扯铃表演，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舞蹈社的《妞妞扭

扭》，婀娜多姿、惟妙惟肖。口琴社吹出风和日丽，郎朗有晴天，《晴天》一曲。魔术社带来令人啧啧称奇

的《魔幻之旅》。

戏剧学会为本次的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精心设计了一场《微光》戏剧，感人至深的演出，见证教师在学生

成长路上的影响。相声社两位同学表演有趣的相声《马来西亚的妈妈不一样》，让氛围瞬间活跃了起来。紧

接着，醒狮团与舞龙社合作进行了一段生龙活虎的演出——《龙腾狮跃》。中华武术团也带来了刚劲有力的

《武·兴常态》。吉他社演奏了《夜空中最亮的星》。跆拳道社表演的《道·终》里，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惊叹连连。最后，由24节令鼓队演绎了气势磅礴的《魂》，为此次的校庆暨教师节庆典拉下了帷幕。

□ 荣获25年服务奖的教职员与拿督李平福董事长（中）合影，左起为黄志光主任、李贤丽老师、刘美娥老
师、苏进存校长、拿督李平福董事长、沈瑰心老师、颜毓菁老师、李增注老师及沈专丽老师。

□ 醒狮团与舞龙社合作进行了一段生龙活虎的演出——《龙腾狮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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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兴华人上下一心， 
再写下一页教育传奇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致词

尊敬的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卢金峰署理董事长、余

安副董事长、颜建义副董事长、小学董事长兼中学董事会总务陈伟后董

事、校友会主席叶进来董事、家教协会主席刘金城董事、各位三机构同

仁、苏进存校长、各位副校长、老师及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是兴华75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全体兴华人欢欣鼓舞。值此大

喜之日，我谨代表三机构同仁，向为我们莘莘学子们的成长提供良好教育

的学校，致以最热烈的生日祝贺，向各位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老师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及诚挚的祝愿。

悠悠75载，沧海桑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75年可谓弹指一挥间，

但对于一所哺育了数以万计兴华人的学校而言，那沧桑的容颜铭刻着多少

风和雨的历程。

从仓促横空而降到日后的稳健发展，从亚答屋校舍到现代化宏伟黉

宫，从濒临停办的三十余名学生到今天三千余名学子，这75年岁月崎岖地

走来，绝对没有一点儿的行险侥幸，有的是＂庄敬自强＂的艰辛曲折，有

的是在绝路中探寻出路的胆识与决心，还加上两代董事教师的上下一条心。

哪怕是这两年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的生活，幸运的是全体兴华人上

下一心，以稳健的步伐应对变化、挺过了不那么容易的两年。在苏进存校

长及行政团队带领下，全体老师教书育人的初衷未改，务实求真、弦歌不

辍，气势如虹，精神抖擞，学生们在校内外各项活动表现及校内外成绩皆

继续维持原有的水平。兴华三机构同仁将继续成为支持师生的后盾，努力

营造师生共好的校园氛围。

在这富有意义的日子，我也要特别感谢三机构永久总顾问陈开蓉董

事，她一向心系兴华，从2018年开始，成立了协助兴华学发展共 10 项的

慈善基金，惠及全体师生，造福兴华。此外，她亲力亲为，亲自设计、督

工各项翻建工程，如篮球场、兴华园、校园四周马路、停车场、保安亭、

篱笆、希望走廊、讲堂等，她总是想着如何把最好的一切留给兴华。

所以，我希望全体同学在软硬体设施具备的校园内，要好好珍惜，立

身处事，不忘根本。在师长的引领下，进入知识的殿堂，开始领悟人生的

真谛。在学习中，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追求自己的理想，学会放飞自己

的激情。期勉自己要成为德、智、体、群、美、劳六育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

同时，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心存感恩，要时时刻刻感谢学校师

长的教育和培养，感戴各位恩师的谆谆教诲。

□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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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载春秋，兴华巨变；75年的播种，这里已成为一片沃土；75 年的勤耕，这里已成为人才的摇篮；75年

薪火相传，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育人的华章。特别是近年来，学校秉承郑瑞玉老校长提炼的“人文科技面向未

来”的精神，在教育、教学方面谱写了誉满汉滨的灿烂篇章。我身为董事长，同时是一名校友，我为母校的

进步和腾飞感到欣慰和骄傲。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祝愿兴华，以75年校庆为契机，继承传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教育教学等方面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

我要祝福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我在此谨以万二分的感激之心，嘉勉长久以来在教育工作岗位上春

风化雨的老师们。我以各位老师所从事的这份神圣志业为荣。也期待各位老师在面对未来全球化、资讯化的

激烈挑战时，能够继续教学相长、心手相连、立德树人。

我也真诚的祝福全体同学，珍惜美好年华，树立远大的理想。“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在学习中

加强修养，在求索中锻炼品格，在实践中提高能力。秉承千古文化的底蕴，弘扬75年学校的风采，抒写更加

精彩的华章。

我们深信，兴华中学——我们的学校能再写下一页教育传奇，再造一部兴华春秋。祝福在座的各位身体

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 中华武术团也带来了刚劲有力的《武·兴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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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勇前进时， 
不忘与先贤们不间断地对话

苏进存校长致词

尊敬的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署理

董事长卢金峰先生、兴华小学董事长，也是本校董事会总务陈伟后董事、余

安副董事长、颜建义副董事长、校友会主席叶进来董事、家协主席刘金城董

事、三机构各位董事、理事，在班上的各位老师、同学，现场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感恩的季节，从5月份至6月份，从母亲节、父亲节、校庆及教师

节，我们大家都怀着感恩的心情，对于在我们人生中给予我们养育、培育的

父母师长、母校表示感激、缅怀之意，节庆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

一切人、事、物，不论它以何种型态出现在我们生命，最终总是成就了我

们，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

75年前兴华以一个非常特殊的形式创校，星移斗转，沧桑巨变，75 年时

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间，前天 6月15日向全体师生简述兴华创校过

程，创办代表家长10人、学生8人、教师6人，可谓兴华24子，在亚答屋校舍

里通过创办兴华中学，从此兴华进入不同阶段的发展，从草创，陷入政局困

境，救亡图存，70年代的复兴与开展，8、90年代的制度兴革与建置后，进入

21世纪的精进扩展，在许多先贤们的无私奉献，成就了今天的兴华。

兴华创校75年来走过的风雨路程，提醒了我们这些后人，在奋勇前进

时，不忘与过去的先贤们不间断地对话，同时永远怀着对过去先贤们的努力

要打从内心的温情与敬意。每年，以学长团为首的校庆及教师节筹委会配合

各表演团体在3个月前既展开筹划、协调、构思、安排，为庆祝学校创校历

程，也肯定及感谢老师们的教诲与奉献，充满感恩的情怀，用心之至令人感

动，感谢同学们的用心。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两年多，目前疫情仍充满挑战，在过去的两年多

来，我校三机构在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的带领下，展现了过人的智慧与格局，

对于学校的软硬件建设给予大力的支持，展现对教育专业的理解与尊重，如

此的大格局，是我们兴华人的福气，非常感恩三机构的付出。

诚如董事长刚才所言，本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带领

子女在2018年11月开始，对学校多项基本建设如篮球场、兴华园、黄景裕

讲堂、校园、篱笆、保安厅等，许多硬体建设全额赞助翻新重建，并亲自设

计、督工、选材、无不亲力亲为、一心为师生建构典雅舒适安全校园，潘斯

里的大爱精神，令人敬佩。

□ 苏进存校长



99焦点兴华75，风华齐舞

各位三机构同仁、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不断追求卓越是我们全体兴华人的共同信念，经过 75 年

薪火相传积淀的综合办学实力，兴华的发展步伐才会如此坚实，呼应着学校办学核心理念发展进入

新的里程碑，我们始终清楚环扣着同学们核心素养建构的各类校园的学习活动，不论学科及课外活动

等，都能均衡在校园全面开展，因此，老师们多年来都努力朝向教育专业化努力，以响应时代的呼

唤。我们全体师生在疫情下努力壮实我们的思维，心灵与能力，来响应后疫情、新时代的要求。

最后，谨代表全体师生感谢董事长拿督李平福领导下的三机构对学校、全体师生的爱护，感谢

你们无私的奉献，感谢老师们在教育工作上的努力及投入，希望你们健康、快乐，也期待全体师生努

力向上、健康生活。兴华75，风华齐舞，展望兴华80，迈向兴华100，全体兴华人彼此牵成，互相成

就，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祝福大家，谢谢！

□ 75周年校庆教师节庆典于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实体与现场转播同步举行。

□ 老师从高三生手上接获鲜花，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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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家长、教师、学生， 
持续“舞”出新高度

学生代表吴莞馨同学致词

尊敬的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拿督李平福董事长、卢

金峰署理董事长、小学董事长陈伟后董事、校友会主席叶进来董事、家教

协会主席刘金城董事、各位三机构董事、理事、各位老师以及同学们，大

家早上好。

兴华七五 · 风华齐舞

今年，乃我校兴华中学第七十五周年校庆。“风华”一词，有“雅

丽、优美、风采、才华”之意；“齐舞”则是“七五”的谐音。我校已迈

入创校第七十五周年。一路走来，历经风风雨雨，仍然屹立不倒，依旧稳

定伫立在华教这片土地之上，坚守初心。即使于过去的两年内面对蔓延

的疫情，校方也不曾停下脚步，持续成为兴华人的后盾、同学们的靠山。

即使面对不断变种的新冠病毒，我校依旧能凝聚家长、教师、学生这铁三

角，持续“舞”出新高度。

兴华七五，优雅博采，董家教、校友以及学生，缺一不可。我校将持

续集合更多力量与智慧，以更强大的力量、更稳健的脚步，持续翩翩“

齐”舞、齐“兴”协力舞出一个风华绝代，开创出更美好的辉煌篇章。

今天还是我校每年必不可少的教师节庆典。学校，是知识的殿堂；学

校，是书的海洋；学校，是同学们的百花园。教师，是学习路上的指路

人、是成长路上的领航者、是人生路上的照明灯。三尺讲台，染苍苍白发 

。桃李满园，露美美笑靥 。花儿靓丽绽放，忘不了春风的爱抚；草儿冉

冉出土，忘不了甜美的雨露；我们理所应当，忘不了老师的谆谆教诲。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代表全体同学表达对学校的祝福以及对董

事们和老师们的感谢。兴华七五·风华齐舞，愿我校持续“舞”出新高

度、“舞”出“兴”时代！董事们、老师们，再次送上万分感谢，没有您

们，就没有今日的兴华！谢谢你们！

□ 吴莞馨同学

□ 舞蹈社带来了一段婀娜多姿的舞蹈表演《妞妞扭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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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校庆表演十分新奇
姚炜萱（初一廉，跆拳道社表演者）

本次是我第一次参与校庆表演，

我认为这是十分新奇的体验。我们大

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排练，通常

都在星期日或假日一起练习。由于我

想学习更多跆拳道的招式，因此练习

时我会请教资深的学长，他也会很耐心地指导我。

在正式表演前，因为害怕自己的动作完成得不好，

因此我非常紧张，而这份紧张也导致我在表演时，

没有使出最大的力气。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再表演！

格外幸运得以参与实体校庆
李嘉芊（初一廉，观众）

经过了疫情的风风雨雨，我也格

外幸运地以实体的形式第一次参加校

庆。第一次听说校庆时，我感到既好

奇又期待，总感觉会很有趣，而事实

也确实如此。对我而言，印象最深刻

的是扯铃社的表演，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扯铃，因

此他们精湛的演出十分吸引我的目光。此外，我的

班上有一位跆拳道表演者，她的表演也非常精彩。

只可惜我们没有机会到大讲堂观赏表演，否则在视

觉、听觉的感受上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兴华75，风华齐舞

从零开始，从批评中成长
邱婕妤（高二理忠，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筹委会主席）

时隔两年的实体校庆，令毫无

经验的筹委团面临许多困境，所幸

我们获得师长们的协助。因此，筹

委团便从零开始，从批评中成长，

一步一脚印地走过约莫三个月的时

光。庆典圆满落幕的那刻，苏校长及李副校长的

表扬及鼓励，令我们充满欣喜与满足。我深感荣

幸有此机会担任筹委会主席，有机会领导筹委们

筹办如此盛大且有意义的活动。

此次经验令我感悟最深的，是世上没有两全

其美的事。虽然此次是暌违两年的实体校庆，但

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及场地的限制，导致表演团体

的演出受到局限。此外，由于当天面对网络问

题，无法带给在课室里收看转播的老师及同学们

很好的观看体验，我们深感抱歉。期待明年可以

恢复全面实体的校庆暨教师节庆典，让全体兴华

人一同感受热闹又温馨的氛围！

所有的努力将化作养分
夏子惠（高二理忠，中华武术团表演者）

我自初中一起便是中华武术团

的成员，此次为我第三次站在校庆

舞台上表演。与以往不同之处，

大讲堂的表演场地较小，表演时间

也被缩短，导致我们表演的部分内

容，必须删减。

为了在校庆当天呈现最完美的表演，我们花

了超过两个月的时间进行排练，甚至牺牲了大部

分的假期时间到学校排练，我也在一次的排练中

意外导致韧带受伤。虽然如此，我却一点都不后

悔，因为此次表演的机会，除了提升了我们整

体的水平之外，也让我认识了学会里许多有趣的

人，发掘了有潜能的人才，甚至是让我彻底打消

了转学会的念头！美中不足的是，因为网络问题

导致我们表演时有一段时间，是停止转播的。但

是，我相信这段期间付出的努力绝不会白费，反

而会化作“润物细无声”的养分滋养我们，而这

便足以令让我们收获满满。

□ 扯铃队的《扯舞飞扬，铃花芬芳》当中，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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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花絮

□ 荣获10年服务奖的教职员与陈伟后董事和苏进存校长合影，左起为叶婷婷老师、黄芷欣老师、郑桂妮老
师、苏进存校长、陈伟后董事、陈坤祝老师、李娟老师、梁耀文老师、Ms Madhura及许微微老师。

兴华75，风华齐舞

□ 荣获15年服务奖的教职员与余安副董事长和苏进存校长合影，左起为黄晓云老师、马佩君老师、颜友玲
老师、苏进存校长、余安副董事长、黄轩辉老师及Ms Regina。

□ 荣获20年服务奖的教职员与颜建义副董事长和苏进存校长合影，左起为叶雅幼老师、李贤慧老师、苏进
存校长、颜建义副董事长及莫建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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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学会精心设计一场《微光》戏剧，带领观
众见证教师在学生成长路上的影响。

□ 口琴社吹奏《晴天》一曲。

□ 跆拳道表演同学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 相声社的两位同学表演了有趣的相声
   《马来西亚的妈妈不一样》。

□ 华乐团演奏《龙的传人》激昂沉雄。□ 24节令鼓队演绎了气势磅礴的《魂》。

□ 由管乐团演奏并演唱的《明天会更好》为演出掀开序幕。

□ 魔术社带来啧啧称
奇的《魔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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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高二级线上教师节感恩夜

500 名师生线上共欢庆
采访报道 / 周可欣（高二文商礼）

兴华75，风华齐舞

6月17日（星期五）下午5时，高二级联

自治会通过Zoom线上平台举办了“高二级

线上教师节感恩夜”，以感谢及回馈全体教

师，并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饮水思

源、知恩图报。此次亦是高二级联首次以线

上的方式，举办教师节感恩夜。当天有高达

500余名师生参与。

由于出席者包括不诣华语的老师，因此

在主持及表演所使用的语言，华国英三语兼

备，以期达到多元语言与文化交流的效果。

本次的活动主持人，分别是来自高二理信的

郑健隆同学及高二文商平的王羿笙同学。

两位主持人以一段有趣的相声表演作为

开场，内容结合了高二级每个科目的课堂场

景。他们以字正腔圆的语调道出幽默的对

白，使镜头前的师生们捧腹大笑，同时也借

机感谢各科老师一直以来的悉心教导。

紧接着进入的是表演环节。二十四节令鼓队

为首个出场的表演团体，响彻云霄的鼓声使气氛

处于沸腾状态。之后，吉他社与口琴社也共同为

当天的感恩夜献上动人心弦的合奏表演《这世界

那么多人》。此外，高二级联自治会也准备了手

语表演，其表演曲目为《最珍贵的角落》，以此

代表全体高二生感恩老师们的循循善诱。

接着，由扯铃学会带来震撼人心的表演。他

们在本次的表演中还贯穿了学生的日常场景，使

表演更加符合当天的主题及氛围。最后，合唱团

作带来压轴曲目《Rewrite The Stars》，悠扬的

歌声，令人陶醉。

活动尾声，高二级联自治会、高二各班及高

二各英文班的同学们也分别准备了感恩视频献给

所有老师。视频里除了融入学生们的创意之、

外，更表达了高二级学生对于全体老师的感恩之

情。本次的活动也在温馨的气氛下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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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二德育目标
——“责任”
刘兼阀老师（高二级联组长）

我认为，学习感激是每

位学生的责任之一，而“责

任”恰好为高二级学生之德

育目标。现今的学生或许已

逐渐忘记“感恩”这回事，

因此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线上活动，让

全体学生学习知恩图报的美德。教师节也

可比喻为是全体老师们的“大日子”，学

生们的满满诚意多能打动老师们的心。无

论是口头上的祝福，或是手作的贺卡、贺

礼。很开心看到学生都能以不同的方式，

表现出他们对老师们的感恩之情。

本次的线上教师节感恩夜对我们高二

级联自治会而言，可谓是一个突破，因为

我们从来没有举办过线上的感恩夜。在活

动的编排上，为了让不诣华文教师能够共

襄盛举，因而特别准备了双语，甚至是三

语的主持及表演。本次的活动得以圆满结

束，当然少不了高二级联自治会各班代表

一个月以来的用心筹办。最后，我也要借

此机会感谢校方给予的平台以及机会，让

所有高二级学生有机会感谢老师们的教育

之恩。

兴华75，风华齐舞

Privileged and honoured to be part of the
 Senior 2 family
Ms Tina（英文老师）

 “Senior 2 Teachers’ Appreciation Night” was 
absolutely amazing. I wasn’t quite sure of what 
to expect when I received the invitation to attend 
the celebration online. I was really impressed with 
how this celebration was well organised. S2 students had put in 
a lot of effort in making this event a success. In fac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attend such an event. I got excited seeing my students 
Wei Li, Ken Long and Edison hosting I am so privileged and 
honoured to be part of the Senior 2 fami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each one of you who made this event more fun and memorable 
for all of us.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appreciation videos and 
the performance as well.

由衷感谢各方的配合与协助
叶韦欐（高二理孝，高二级联主席）

高二级联自治会在第一学期期末考结束之

后，开始筹备本次的教师节感恩夜，前后共耗

时一个月。筹备过程中，同学们正好需要同步

准备高二级壁报比赛，同时亦有部分同学需要

负责校庆事宜，中间还需历经一星期的学校假

期，导致整体活动的筹备时间略显紧张。时间虽短，但各班

录制的感谢视频还是令我非常惊喜且印象深刻，不仅创意十

足，更是送给全体老师的一片心意。此外，我也要借此机会

感谢各个表演的同学在假期间特意回校排练及录制表演。本

次活动得以圆满结束，少不了校方的支持、老师的督导以及

全体高二级学生的配合，也希望高二级联自治会可以继续筹办

更多有趣及精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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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宣教运动推展礼
以自尊自爱自强的精神，坚持华文独中办学方针

采访报道 / 杨育梅（初三勇）、杨心悦（初二平）

□ 由合唱团演唱《一颗种子》及Perpaduan Bangsa两首意味深长的歌曲，以表达发展母语教育与国家和
谐共存共荣的精神。

“没有先辈们的无私付出，不会有如今

一栋栋青葱玉立的独中校舍。”为了让全校

师生更了解华文教育，我校于6月21日（星

期二）下午2时，通过现场及转播的方式，

举办了时隔两年的实体招生宣教推展礼。

招生宣教推展礼以播放华教影片《百年

深情，千年新路》拉开序幕，让师生更进一

步了解我国华教发展史，从救亡图存到渐露

曙光，走过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光景。在这段

时间，华教经历了无数次挫折和失败;尽管

如此，华社始终坚持着对维护母语教育和人

权的信心。

华教的过去与现今挑战

在影片中有提到，为了保卫华小、支持

独中、发展高等教育，华教史上曾出现过数

位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将自己的一切

奉献于华教的斗士，如陈嘉庚、陈六使、林

连玉、沈慕羽等。多年来，他们靠着举办献

捐、义卖、义剪等活动，支持各种华文教育

运动。

如今，我国已经成立了一个完整并享誉

海内外的华文教育体系。不仅如此，我国独

中生的升学率高达八成，甚至获得国内私立

大学，以及东西方各国高等学府的承认。许

多独中生们学成后在国内外做出的贡献，令

华社深感骄傲与欣慰。

面对这个时代的种种考验，华教现今的

挑战，是如何让华小更加包容友族学生，确

保华小是成功而非变质的；如何让友族对董

教总以及独中有完整与正确的认识；如何将

华文教育发展成“全民华文教育”；如何将

统考文凭在全民开发下转型为专业的中等教

育学术认证文凭；大专的科系专业、未来出

路、教育品质等，如何脱颖而出。

“根在哪里，路就在那里”，希望这块

土地上的华文教育，依旧如那火红的木槿

花，和这世上各源流教育一同绽放着热情，

共同守护着这个多彩的天地。影片的结尾，

带出了我们深信马来西亚的华教，将在孩子

们的心中，流淌着千年时光，化作永恒的信念。

招生宣教融入兴华传统

苏进存校长致辞时表示，从70年代至

今，招生宣教这个意义重大的活动已融入

兴华的传统。正如今年校庆暨教师节的主

题“兴华75，风华齐舞”，兴华七十五年

的发展历程，不论在救亡图存，或精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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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都包含每个人及许多前辈先贤的坚持奋斗。

苏校长认为，举行招生宣教运动推展礼，一方

面是要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自尊自爱自强的精神支

撑着华文独中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自我明确定位，

坚持华文独中办学方针，并让21世纪关键核心素

养元素融入兴华的全方位教育，让兴华与世界各大

学接轨。他表示，长期以来，我们结合了董事、校

友、家长、社会人士以及全体师生的能量，方才有

今天的兴华。苏校长认为，这是一种支持、一种肯

定、更是一种殷切的期盼。

苏校长说道，我们必须让更多人理解与认识独

中教育的内涵，是符合人类的多元多样性，共存共

副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我们通过10分钟的华教短片，走一趟华教运动发展之旅。每年六、七月间，

我们都会进行招生宣教运动。从70年代至今，几十年来，招生宣教这个意义重大

的活动，已融入兴华的传统，我们全体师生一起检讨与反思，年复一年，从不间

断，正如今年校庆及教师节主题：兴华75，风华齐舞，兴华七十五年的发展历程，

不论在救亡图存，或精进发展，都有着每个人，及许多前辈先贤的坚持奋斗。

独中教育是最能衔接华小的中学教育体系，兴华教育秉持着人文科技相接合

的教育总纲领，除了有在软硬件建设注入大量心力，也非常重视品格教育与社会

关怀意识的培养，形塑关键核心素养建构的兴华全方位教育，将更能够有效为华

小毕业生巩固基础，为同学的发展提供许多机会与发展空间。

荣的普世价值。他认为，独中教育是最能衔接华小

的中学教育体系，除了完善的软硬件建设，兴华也

非常重视品格教育与社会关怀意识，形塑兴华“人

文科技”相结合的全方位教育。社会人士都聚焦关

注兴华的发展，苏校长也呼吁师生必须自强不息、

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兴华的内涵。

接近招生宣教推展礼的尾声，由合唱团演唱《

一颗种子》及Perpaduan Bangsa两首意味深长的歌

曲。《一颗种子》这首歌是为了纪念祖先，在这块

土地上播下母语文化的种子。而Perpaduan Bangsa

主要表达大家生活在马来西亚，相互理解、尊重、

相信、合作，实现民族团结的愿景，建立一个理想

的社会。

向世人展现兴华的内涵，
成为优质教育的指标 苏进存校长致词

□ 苏进存校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当前国际大环境，瞬息万变，隐藏着的挑战，无所不在，我们必须透过沉着的坚

持，客观理性的分析与沟通，让更多人理解与认识独中教育的内涵，它是符合人类的多元多样性，共存共荣

的普世价值。从过去看今天，我们已经证明了教育的成果是要靠我们大家的努力与不懈的奋斗。

今天我们举行招生宣教运动推展，一方面要清楚地告诉我们自己，是自尊自爱自强的精神支撑着华文独

中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自我明确定位，坚持华文独中办学方针，并融入21世纪关键核心素养元素的兴华全方

位教育，已让兴华与世界各大学接轨，现代化、国际化的华文中学俨然已形成，长期来，我们结合了董事、

校友、家长、社会人士，还有我们全体师生的能量，方才有今天的兴华，这是一种支持、一种肯定、更是一

种殷切的期盼，所以兴华必须越来越好。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你我都是兴华教育的形象大使，我们有义务让所有小六家长及学生知道，兴华教

育的办学目标与发展，因此熟读及理解兴华简介册子的内容，有序的讲解是重要的。

各位同学，还是老话一句，今天兴华中学耸立在巴生港口路旁，它是一个地标，社会人士都聚焦关注兴

华的发展，我们必须自强不息、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兴华的内涵，并成为华文独中优质教育的指标，我们

大家一起努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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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文学奖”系列文学讲座（一）

《让文字立体——谈文学创作技巧》
采访报道 / 洪可盈（高二理仁）、周可欣（高二文商礼）、陈玮铃（高一理爱）

  □ 傅承得老师

为了配合第一届“兴华文学奖”华文创作比赛，我校于6月3日（星期

五）晚上8时，举办了第一场系列文学讲座。其主题为《让文字立体——谈文

学创作技巧》，主讲人为傅承得老师。

主持人谢锡福老师介绍时表示，傅承得老师，人称“傅老”，是马来西

亚著名的文化人、出版人和诗人，被誉为“马华诗坛的瑰宝”、“马来西亚

文化新点子的黑手”。他曾任教华文独中13年，也担任过署理校长。1997

年，他创立大将出版社，也曾任城邦（新、马）出版集团执行董事、紫藤文

化集团董事、余仁生顾问、韩江学院中文系讲师。傅老师在文坛上更是硕果

累累，出版诗、散文及论著等五十余种。他亦在近年创办“傅承得经典学

堂”，专职开办中华经典课程。

傅老师表示，在文学创作方面，共有三个必不可少的基本观念，并以这

三个观念贯穿整场分享会。

观念（一）：作品是由内容
与形式组成

作品是由内容与形式组成，而内容是

由题材和主题所组成。其中，“题材”

指的是为表现作品主题所用的材料，

譬如“母亲的故事”；“主题”指的是

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中心思想，譬如“母

爱的伟大”。然后，文学作品透过“形

式”来呈现，形式包含文体与技巧。文

体包括不同的体裁，譬如散文、小说、

诗歌等；技巧则类似写作的手法，譬如

比喻、夸张、象征等修辞格。

观念（二）：文字的科学训练与艺术加工

文字的科学训练等同于写作的基础功培养，即合乎文法、字句准确、清楚、顺畅、精简地把所要表达的

思想或感情透过文字写出，且内容切题、层层推进、首尾呼应、言之有物。

如今生活中的“烂华文”可谓是层出不穷，其犯的错误主要有两个：其一、遣词用字不准确，如：“它

是我秀发的救星，让白发无所遁形”、“车把那头牛撞倒，它从此不省人事” 其二、字、词、句及段落不简

洁，如：“我已经吃饱了”、“我再重复一次” 。确保文章精简的方法是，在写完文章后读个至少三遍，并

在每一遍的审查中分别删掉不必要的字词、句子及段落。

讲座会回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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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老师说：“文字的艺术加工是文学创作，没有艺术加工，不要谈文学创作。” 他表示，文学创作的文

采或艺术价值是除了清楚、顺畅、准确、精简的表达之外，还要让读者在阅读之后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

感同身受，甚至是影响心灵以及产生共鸣。丰富的词汇量、修辞技巧的多变、形象思维的展现、想象创造的

能力、人文涵养、个人风格等皆可有效地对文字进行“艺术加工”。其实，文字的艺术加工最重要的就是把

抽象的语言，变成具体的语言。

观念（三）：语言的抽象及具体

抽象的语言是指五官感觉不到、平面、苍白的语言。反之，具体的语言指的是借助视、听、嗅、味、触

觉 “五官意象” ，让所书写的内容实在且相近。为了解释何谓具体及清晰的文字表达，傅老师提供了几个

文学作品中的例子：

例（一）：

抽象：我家后院有两棵枣树。

具体加重复：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取自鲁迅《秋夜》）

例（二）：

抽象：那富有的女人真俗气。

具体加拟声：那珠光宝气的女人，笑得叮叮当当。（取自费杰罗《大亨小传》）

例（三）：

抽象：她长得非常美丽。

具体加曲笔：当她走入寺庙，所有的诵经声都沉寂下去。（取自《西厢记》）

简单而言，想要把抽象的语言转换成具体的语言，就必须做到两件事情：一、动用五官意象；二、多使

用形容词。或许有很多人在写作时都会遇到词汇量不足的问题，傅老师表示，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有

一个，即是大量地阅读。从各种书籍中不断累积新的词汇，久而久之就会发现自己比较少会陷入词穷的困境了。

最后，傅承得老师分享其个人经验谈，写完一篇文章后，要懂得进行检查及修改。他说，一个喜欢写作

的人一定要学会自我省察才能进步。对傅老师而言，他会将所写的文章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拿出来阅读并检

查。他说，创作者应该要准确地掌握词汇，并进行造句练习，让语意清楚且流畅。因此，傅老师也借机鼓励

大家多读好作品，发现书籍中的奥妙，并学习及运用到写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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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老师对于使用马来西亚式的华文写文章有何看法？

答：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固然可以使用有马来西亚式的华文，因为这亦属于一种地方色彩。但在文章里，我

个人建议使用标准的华文，否则将会出现语言参杂的现象，导致读者可能会质疑作者的中文能力。

2）创作者应该如何更好地抓住人、事、物的神韵？

答：很简单，只要专注地观察好所要描写的东西就够了。若要描写某个人、事、物，可以在平日生活中多用

心观察，并接触相关人事物，使该文学作品更加形象及具体化。

3）傅老师是否有任何推荐的文学作品？

答：这主要取决于自己喜欢的文体。若是诗人而言，余光中、徐志摩都是不错的选择。若是杂文这类体裁则

可以选择阅读鲁迅、梁实秋的作品。

4）傅老师在阅读时，是否会做笔记？

答：会，尤其是看到重要的内容以及优美佳句时，有时亦会将心得、感想记录在旁。

5）文字的艺术加工，是否算是虚伪？

答：我认为在创作上并没有所谓的虚伪，很多东西都是经过艺术加工才得以让人获得感触的。以著名画作《

麦田群鸦》和《蒙娜丽莎》为例，这些算是人为的刻意处理，但同时也是人们所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

6）作文素材的积累是否必要？

答：是，这些都算是写作的“基本功”。在作文里灵活运用成语、典故及名言等素材能让文章更加精简、精

彩、生动。

7）如何想出自己的点子，让想法变得创意及创新？

答：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来提升创意，避免让生活中的一切习以为常。例如电影《死亡诗社》

里的那位老师就曾说过：“不要总是站或坐在地上看东西，偶尔也可以换个角度。”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自己的视野被开拓了。

8）如果把一则有趣的新闻作为写一篇小说的题材，在文学创作里面这样属于抄袭吗？

答：新闻事件改编成小说的例子很多，包括著名的《沉默的羔羊》。有别于新闻的 “忠实与客观报导”，小

说可以加油添醬，多了人物描绘、心理刻画、对话与情节渲染等，等于是新闻的“艺术加工”或“再创造”

。因而新闻只是小说的“原型”，所以不是抄袭。介于新闻与小说之间的文体， 称为报导文学，即它有新闻

的真实背景，又有小说的虚构成分与美学表现。

Q&A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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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自己常犯的错误
李子怡（高三理忠）

自初中起，我就特别热

爱阅读小说，尤其是武侠小

说。因此，我对华文写作这

方面特别执着，一直很想自

我精进以写出好文章。虽然我一直都通过

阅读来吸收知识，但却不懂得如何运用在

写作上。此外，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文学

性质的分享会，就抱着好奇的心态报名了

此次的讲座，希望可以借此提升自己的文

笔，学习更多文学创作的技巧。傅老师的

分享让我学习到了该如何更系统化地去运

用文字。分享会中，主讲人提到了许多写

作上的忌讳，也让我发现了自己常常会犯

的错误。此外，他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

性的意见，并举出相关例子作说明，让身

为写作人的我可以学习到许多小技巧。更

重要的是，这场讲座启发了我，让我觉得

这两个小时，获益良多。

无所不在的“烂华文”
颜毓萱（初二礼）

我一直以来都想要提升

自己的写作能力，便报名参

与了此次的讲座。讲座一开

始便与我想象中的不太一

样，因为通常讲座的主讲者都会准备幻灯

片，但傅老师却是准备了一份讲义发给听

众。虽然如此，傅老师的讲解却没有受到

丝毫影响，而且讲义的内容非常齐全，再

搭配上老师浅白易懂的讲解方式以及贴切

的举例，让我可以很好地理解、吸收。其

中，令我最为惊讶的是“烂华文”在生活

中竟然如此常见，但却仍被许多人忽略。

这场讲座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一篇优秀

的文章需要准确、清楚、流畅且精简地表

达。总而言之，我十分有幸参与了这场令

我获益匪浅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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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文学奖”系列文学讲座（二）

《从常新港的 ‹ 独船 ›谈小说创作技巧》

  □ 许友彬老师

为了让同学们了解小说创作技巧，我校“兴华文学奖”第二场系列文学

讲座，于6月8日（星期三）下午2时，邀请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许友彬老

师，透过Zoom平台主讲《从常新港的‹独船›谈小说创作技巧》讲座会。

首先，由陈胜耀老师介绍许友彬作家。许友彬作家是大马动物学学士，

教育学硕士，曾担任过老师、专栏作家、出版社编辑等，1995年为马来西亚

教育部编写华文课本，1999年创办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著有的小说作品有

《七天》、《十月》、《闪亮的时刻》等。许友彬曾获1990年第四届乡情中

篇小说奖第一名、2007年第一届马汉儿童文学双年奖、2020年第六届南洋华

文文学奖。

写好人物与对话为重

当天，许老师从四个部分讲解如何写小说，包括写环境、写情节、写人

物、写对白。他提到，写人物和对白在小说中尤其关键。

采访报道 / 洪巧恩（初三廉）、颜怡恩（初二信）

讲座会回顾影片

针对“写人物”的部分，许老师表示，

在一篇小说中，最重要的非人物莫属。同学

们能通过描写人物的环境、外貌、心理活

动、表情以及性格等来塑造人物，并透过很

多的技巧来写人物，例如写人物的环境（场

景）、肖像（外貌）、表情、性格，又或者

以行动、对话、反应、心理活动来侧写人物

性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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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中心是刻画人物
赖信咏（初一爱）

在这场讲座里，我学到了

不少写作技巧，也改变了我

之前对小说的看法。我之前

认为，小说和故事没有什么

差别，现在才了解原来小说的中心是刻画人

物，而故事的中心是叙述事件。小说的要素

为人物、情节以及环境，而故事则是对于情

节的生动和连贯性。我的班导师黄慧洁老师

向我们介绍这场讲座，我也想要提升自己的

写作技巧，因此决定报名参。我认为，我在

写作方面还不太擅长，仅仅是初学而已，因

此想让自己更擅长写作了之后，再参加“兴华

文学奖”。

想往文学创作发展
李采晏（初三信）

在这场讲座之前，我本身

对小说创作技巧的了解，是小

说与演戏有共同之处，这两者

都需要感情的投入，区别就在

于“写”或“演”，“创作”或“演绎”。

在写小说前，需确认该故事应以第一人称或

第三人称叙写。人物角色的心情可以通过当

下的场景摆设或天气展现。在小说的创作过

程中，也可以在前期为后续剧情埋下伏笔。

当然在这场讲座中，我也学会了写小说的时

候，须投入感情及置身小说的世界。小说人

物之间的关系、矛盾等，也作为小说创作重

要元素之一，小说人物设定的性格可通过行

为及语言的描写展现。此外，创作大纲作为

小说发展的方向，在创作途中可根据剧情需

要改进精修。

我认为这次校方举办的文学奖及讲座，

可以推动想要创作却没有付诸行动的学生，

开启文学创作的道路，同时也可以让学生揭

开小说的面纱，深入了解小说如何创作。我

也有往创作这方面发展的想法，但职业作家

可能不是个收入稳定的行业，需要足够的实

力及机缘，才能三餐温饱。因此，未来我可

能会将其作为兴趣或副业发展。

至于“写对话”的部分，对话在小说当中是很

普遍的存在，但许老师认为，对话要写得好，可说

是难上加难。对话可用于发展情节、描写人物、透

漏背景等。作者也可以在对话当中埋下伏笔、制造

悬念、带来惊喜等。此外，他也提到，许多本地作

者并不善于写对话，而许多对话也只是起到发展情

节的作用而已。

写冲突与困境最精彩

关于“写情节”的方面。许老师强调，情节对

于小说来说是很重要的。写小说并非是写故事，因

为小说主要是围绕着人物而写的“故事”，且“故

事”的情节需要更强调因果关系。许老师也以《独

船》为例，让同学们充分了解因果关系在小说情节

中的用法。在小说当中，特别是写人物所面临的冲

突以及困境，就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同时，作

者应以小说中的叙事者出发，而非以一个“全知全

能”的观点创作。

在活动结束前，许老师也开放了问答环节。许

老师非常有耐心以及细心地回答参与者的提问。最

后，陈胜耀老师为这场讲座做了总结，也鼓励同学

们参加兴华中学“第一届兴华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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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文学奖”系列文学讲座（三）

《让想象飞翔——谈诗与散文创作》
采访报道 / 谢依恩（初三爱）、杨丝缘（初三忠）

  □ 傅承得老师

你能区别出散文和诗吗？怎么赏析一篇散文，或是一首好诗？我校人文

教育研究与发展组举办的第三场“兴华文学奖”系列讲座，邀请了傅承得老

师于6月17日（星期五）晚上8时，通过Zoom平台分享《让想象飞翔——谈诗

与散文创作》，并由陈敬谦老师主持。

谈及散文的形式，傅老师说，散文相对来说更加自由、不受形式的约

束，内容也可无所不包。他提到，散文的“散”代表的是题材广泛、行文自

由，因此作者可任意挥洒。

当天，傅老师以村上龙《寄物柜里的婴儿》中的某段节录为例，说明虽

然这是一本小说作品，但所节录的段落也可以当成散文写作的参考与范例。

傅老师坦言，这段句子的描述让他非常难忘，而作者所使用的修辞也十分唯

美及恰当。他说，作者进行了感官意向的转换，将听觉的意象修饰成了触觉

的形容。

讲座会回顾影片

村上龙《寄物柜里的嬰孩》

（小说节录） 

阿桥的歌声像用动物的细毛编

织而成的薄膜由那一边靠近过来一

般，它不是流泄在店内，而是笼軍

著这家店。很微弱的音波似的贴在

所有人的肌肤上。声音不像由耳朵

传入，而是由毛细孔侵入，和血液

混在一起。空气的摇动不停地聚集

在一起，密度愈来愈高。黏得像果

酱的店内的空气，像是要让自己忆

起什么似的，而尼娃努力想排拒那

种压力。

至于诗的创作，傅老师特别指出三大重点：第一，一定要简洁，以最少

的文字，带出最丰富的内涵。第二，一定要间接，以含蓄、婉转的方式带

出想表达的内容，“话到嘴边留半句，开口见喉别写诗”，让诗拥有言外之

意。第三，重视想象，所谓“言前人所未言，想前人所不敢想”，应该不断

创新，拥有自己的想象力，而不是陈腔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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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区别散文与诗歌
赖信咏（初一爱）

我来参加这次的讲座，不仅是因

为邝美玉老师的极力推荐，同时也是

为了提升自己的写作技巧而参加的。最让我印象深

刻的作品，是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这是因

为席慕容在这篇诗中，表达了她对爱情的期盼和对

那位意中人的喜欢，但是却不被搭理，所以最后只

能说：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我会为这次的文学讲座打9分，因为我个人是

蛮喜欢傅老师的讲座风格的，还有1分是希望老师

可以讲解得更加仔细点。我觉得傅老师可以共享屏

幕，虽然有讲义，但是PPT简报可以帮助讲师讲解

或者多加一些讲解和图片，也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

讲师所表达的意思。我从这次的活动中，学到了区

别散文和诗歌，比如散文可以用自由的形式来写，

而诗歌则是抒情、叙事等。我也学到了多观察、多

阅读有助于我们写作文。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次参

加这类型活动，因为可以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技

巧，何乐而不为呢？

傅老师以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

树》为例，指出作品中拥有丰富的

故事及画面，内容也相当地间接以

及简洁。他说，“阳光下慎重地开

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地盼望”这

两行，正是运用了“诗贵想象”的元

素。活动尾声，傅老师与同学们在问

答交流中，也为本场讲座留下文学碰

撞的火花。

探索文学作品的内涵
蔡佩颖（高二理忠）

首先，我认为，现在的青

少年可能不会过多关注华文

文学，也因为现在的华文课程都有接触到这

一类型的文学，所以想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些

专业人士是怎么创作的。我原本对文学的印

象便是枯燥烦闷，但是在听了讲师的赏析解

释后却觉得非常有趣。有趣之处就在于这些

诗歌、散文作品单看表面，是不会知道其内

涵，而真正深入探索之后，就会发现当中的

奥妙。当然，通过这次的讲座，让我也知道

了不少好的文学作品以及创作的渠道。

此外，也因为我是一名理科生，所以更

多是专注在于实验，对于文学的关注是不多

的。因此，这让我获得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去

接触到文学，并增进了自己文学的能力。最

后，还是希望校方可以多多鼓励同学们参与

这类型活动，同时也非常感谢讲师可以花时

间为我们讲解一些文学作品，让我们拓展自

己的思维，达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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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职教育讲座：《有爱无碍 ~ 对话，更贴近孩子的心》

家不是谈是非对错的地方，而是谈爱的地方

采访报道 / 陈玮铃（高一理爱）

  □ 叶福兴硕士

为了让父母学习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我校家教协会于6月21日

（星期五），在Zoom平台举办亲职教育讲座：《有爱无碍~对话，更贴近孩子

的心》，并邀请叶福兴硕士担任讲师。当晚共吸引了百余位家长上线出席，

与讲师一同探讨如何透过对话，促进亲子间的相互了解。

亲子对谈应避免的五件事

叶老师说：“家不是谈是非对错的地方，而是谈爱的地方”。他表示，

许多父母在与孩子交谈时常犯一些错误，导致孩子不愿意沟通。他列举出五

项不利于亲子之间对谈的行为：一、急着说自己的想法；二、先入为主的“

我以为”；三、关心事多于在乎人；四、关系缺乏信任的基础；五、忙碌与

缺乏耐心对谈。

叶老师表示，许多父母常在聆听孩子说话时打断孩子，并急着灌输孩子

自己的观点，这一举动将会降低孩子向父母倾诉的意愿。正确的做法为摒弃

先入为主的观念，引导孩子说出事情的缘由。同时，叶老师也提及，许多父

母会以忙碌作为借口，错过了亲子间的沟通机会，但唯有专注的倾听，才会

让孩子更愿意敞开心扉与父母交谈。

此外，在发生意外时，父母应切勿过度聚焦于处理事情时，反之先关心

孩子则可以让孩子有时间梳理想法、抒发情绪，从而引导孩子正确的处理方

式。叶老师强调，孩子一再重犯错误时，父母会不自觉地质疑孩子的行为，

但如果孩子一次次得不到信任时，那么他下次也会不再愿意告诉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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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试着学习将爱说出口
陈成榜（家长）

我自认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不错，平日可以有说有笑。但是，当孩子们有心事时，却都倾向

于告诉他们的妈妈。透过这场讲座，我仔细地检视了自己平日与孩子们沟通的方式。我发现，

自己经常否定孩子，也不会耐心听孩子把话说完，常常急着插嘴，造成我们之间的对话常常以

争吵作为结尾。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孩子成长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想要趁孩子们仍在求学阶段时，多花些时间陪伴

他们，与他们相处。我也要试着学习将爱说出口，改变家庭不善于表达爱的氛围，让孩子们在充满爱的环境

下成长，相信这对他们的性格塑造也会有所帮助。

亲子对谈应多做的五件事

叶老师提到，最理想的沟通为达到“说

得对方很想听，听得对方很想说”。要达至

以上的效果，需做到以下五点：一、先将

自己安顿好；二、专注聆听，让孩子畅所欲

言；三、好奇提问，了解更多；四、同理，

换位思考；五、换个角度。

对谈前，父母应透过深呼吸、接纳和释放自己的情绪，以及想象自己所期待的对谈画面等方式，将自己

安顿好。叶老师表示，若父母安顿好自己，便可以老神在在地与孩子交谈，孩子也会心平气和、有耐心地交

谈。他也建议道，养成每日十五分钟和孩子独处的习惯，不带任何目的地对谈，且在过程中须专注聆听，让

孩子畅所欲言，是有效增进与孩子沟通质量的方法。

叶老师以“性教育”为例，提出父母应该如何正确地与孩子谈“性”。他说道，父母应该了解青春期的

孩子对“性”感到好奇是件十分正常的事，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孩子和自身对谈感到自在，才可以进

一步处理。最好的做法为多用“问号”，即好奇的提问，并少用“感叹号”，即批判或指责。

叶老师也鼓励父母应尝试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孩子。当孩子感受到被理解时，他们也会更有动力去面对

困难，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建立起来。他也提及，当孩子发脾气、表达愤怒与不满时，父母可以换个角度思

考这种情况。若孩子可以很直接地表达愤怒与不满，这表示亲子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基础。所以，父母应允许

孩子向自己表达出相处上的不舒服，再对此做出改进。

叶老师表示，当摒弃旧方法、落实新做

法时，必然会面对一段别扭的适应期。然

而，他鼓励在场的家长，只要度过那段时

期，让自己及孩子习惯以后，亲子间的沟通

品质将会获得提升。当天，叶老师推荐两本

书籍让父母阅读，包括：《萨提尔的亲子情

绪课：以爱的对话，陪孩子走过情绪风暴》

和《传达不NG！亲子沟通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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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外宾演讲：《诚信》

了解阶层的差距，感受诚信的重要性
采访报道 / 颜怡恩（初二信）、余芯慧（初二和）

  □ 林晓薇硕士

为了让初二级同学了解“诚信”的重要性，我校于6月14日（星期二）下

午2时，在大讲堂举办初二级外宾演讲，并邀请林晓薇硕士担任主讲人。

在讲座中，林老师与同学们玩了一个关于“权+利”的游戏。老师先让30

位自愿的同学到舞台领取红包，并让他们独自查看红包内的数额。每个红包

内的数额都不一样。接着，林老师给予同学们一次和朋友交换红包的机会，

同学们可根据自己对朋友的信任，来决定是否与他交换红包。

游戏正式开始，林老师根据

同学们最终所得到的红包数额，

分成了三个等级，分别是领导

层、中上层以及中下层。顾名思

义，被分到领导层的同学有了控

制其它阶层的权力，其它阶层的

同学必须遵循领导层所下的命

令。游戏中，当领导层一味地向

中下层的同学提出了过分且不实际的要求，如命令中下层的同学必须把现有

的财产上交以让他们组建大楼等。这样的举动使得了中下层的同学各个感到

不满。此活动让同学体验诚信是人与人之间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

值。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达成相互的信任，更好的团结合作。活动也凸显很多

时候人们会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如权力地位等，而逐渐地失去自我，改变了

初衷。因此，林老师提醒同学们当有能力及权力时“莫忘初衷，放得始终”。

□ 林老师先让30位自愿的同学到舞台领取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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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诚信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黄伟杰（初二义）

我觉得很开心能够在初二生涯

里，有机会参与这场关于“诚信”主

题的讲座。这场讲座让我学会了很

多诚信相关的基本知识，让我受益匪

浅。在老师给予我们的游戏里，我明白了诚信的影

响力和重要性，要是没有诚信，我们就很难让他人

相信和支持自己。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有

更多机会参与这类道德思想类型讲座。

体会到中下阶层的无奈
曾韵芯（初二孝）

我觉得这场讲座和以往平常的讲

座不同，讲师先以游戏的方式来向我

们讲解“诚信”。我是游戏的参与

者之一，玩得很开心之余，也在游戏

中模拟社会阶层的情况。我所在的组别是属于中下

层，我也亲身体会到他们的无奈。此外，我也觉得

上层阶级的人需要好好对待人民，而非压榨。讲师

在讲座中的游戏环节让整场讲座变得很有趣，有别

于只能坐着聆听的讲座。

接着，林老师透过《2022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中国报告》带领同学们看到诚信与日常生活的连接。报告

中提到了人民对于各个领域，包括政府、企业、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林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感受“

诚信”所带来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通过不同的领域让同学看到失信的严重性，如政府失信会带来行为失范、

信息失真；媒体失信会成就电信网络诈骗、虚假广告、侵犯知识产权、非法集资及不合格产品的出现。“信

用不是‘超级警察’，也不是为了评选道德楷模；信用系统直接影响社会大众的隐私保护、信贷公平性等公

共利益，应该本着‘必要’的原则执行。”林老师引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的一句话作

为小结。

此外，林老师向同学们讲解青少年诚信与生涯的关联，未来职业非常重视人际互动的软技能，因此培养

诚信须从年少开始。所谓“少若成天性，习惯成自然”，从诚信的意识开始延申至践行核心价值观，让诚信

透过学业、人际及世界观展现其品质，进而塑造有诚信的社会风尚。最后，林老师期许同学们从习惯的培养

开始，每天行三件好事 ，并坚持六十六天。

□ 在这次的讲座中，林老师主要的是为了让同学们感受“诚信”所带来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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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级外宾演讲：《奋发》

采访报道 | 刘函鑫（高一理信）、李筱心（高一文商廉）

  □ 林晓薇硕士

6月28日（星期二）下午2时，我校辅导处特邀《梦翔中学》主编林晓薇

硕士作为主讲人，于我校陈开蓉大讲堂举办一场题为《奋发》的高一外宾主

题演讲。

活动前，我校辅导处曾向高一级同学收集对于“未来是否有明确目

标”的调查问卷。谢老师为同学们展示的问卷结果中显示，约320位完成填

写问卷，其中有20%的同学对自身的未来有明确目标、66.3%只有模糊的目

标、12.8%则是完全没有目标。谢老师希望借助今天的讲座让同学们重新检视

现状并激起大家采取行动。

接着，林老师以两则发生在她大学时期的故事，开始当天的主题分享。

这两则故事的主人翁其中一个有明确目标，找到人生的方向并为之产生动

力去实现它；另一个则没有明确目标，只能模仿他人的生活，对未来的前景

感到十分模糊，但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英年早逝。林老师透过这两则故事，

带出“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迎来死亡，唯有活在当下，不让自己后悔”的想

法，并表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大大的田，即是“奋”字。

奋发乃是人之本能

林老师认为，奋发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例如婴儿翻身，即使再困

难，他也一定会用尽全力去翻身，而这就是奋发这一本能驱动着他翻身。另

外，她也提到，奋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周遭的压力，无法调适压力因

而使得奋发的本能被消磨殆尽。

为了能让在场的同学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奋发与压力的关系，林老师邀请

了近十位同学上台，请他们把手压在其中一人肩上，以此方式模拟社会与家

庭的压力对人的影响以及让同学们具体感受到一个人承受的压力可是来自四

面八方的，每个人都有各自所需承担的压力。因此，当一人承受的压力过大

时，他可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进而失去了奋发向前的动力。

□ 邀请了近十位同学上台，请他们把手压在其中
一人肩上，来模拟社会与家庭的压力对人的影响。

她也提到，当人处在压力状态下，我们会去寻找缓解压力

的方法。例如，当我们感受到父母给予的压力，我们会试着以

行动来展现自己能够奋发承担，让父母放心亦让压力消弱。

每个人奋发的方向各异

而后，林老师提及了有效学习这一说法，学业成就来自

有效的学习行为，有效的学习行为受到个人的学习动机影

响，而学习动机取决于动机信念，动机信念则来自个人对既

有成就经验的知觉以及据之而来对当前课业任务和个人的知

觉。家庭、师生互动和个人生活的情感与变动也会影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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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想美好的
事物解压
谭盈冠（高一理爱） 

我上台协助讲师前以为

只需要单纯地回答问题，没

想到是要被“压”十几分钟，这让我深刻的

体会到了解压的重要性。我想推荐一些解压方

法给大家，其中我认为最能解压的方法是多看

看美好的事物，例如：风景、艺术品、人物等

等。另外，多想想美好的事物也可以解压。我

们可以回忆一些出去旅游的景象，与朋友一起

出去玩的美好时光，还有一些小时候经历过

的趣事。空闲时，我们也可以多约朋友或者家

人出门，放松身心。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作业，毕竟这是作为学

生最大的压力来源，所以解决了课业问题也就

等同于解放了一大半的压力。此外，我也想感

谢校方举办外宾演讲，让学生们除了枯燥的上

课，还可以自省、思考未来。

的课业动机，个人既有的先备知识、智能、和习惯倾向

及策略知识也会影响个人的学习行为与成就。当中固有

经验很重要（自我效能感），例如打篮球，以统计学来

说，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刚接触篮球就能做到超高投篮命

中率的，它需要透过经验及练习培养。除此，人的性向

也会影响到自我效能感的不同，每个人所擅长的事情多

少都有些不同，因此每个人所奋发的方向也截然不同。

随后，老师以“人为什么要活着？”及“人要如何活

着？”让同学们反思生存的意义。林老师表示人活着是

为了活出自己独特的价值、意义和快乐；要顶天立地创

造和谐幸福。林老师举例，过去报道五大车祸原因之一

是打瞌睡，因此，就有研究团队看到此需要设计了廉价

防瞌睡系统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印度尼西亚林火释

放了超过八亿吨二氧化碳，比1997年的情况更严重，在

加拿大每年发生的林火面积超过两百公顷，占了森林焚

毁面积的 97% 。因此，德国大学开发新型消防机器人甲

虫——森林卫士，它们可以用来监管森林，尽早发现丛林

火险。

  借此，林老师提及了一位美发师的故事，故事的

主角原本是一位叛逆的女孩，跟母亲闹得十分不愉快。

当林老师与她初次见面时，她表现得相当不满，认为这

样的辅导师无非就是要劝她要和母亲和好，但林老师只对

着女孩抛出了一个问题：“你对自己未来的目标有什么看

法？你未来想当什么职业？”她经过短暂的错愕后，便缓

缓地向林老师敞开了心扉，说明自己其实对美发师这个职

业感兴趣，自己赚了钱之后也想买一栋豪宅给母亲居住。

虽然平日与母亲无法好好谈话，总是闹得十分之不愉快，

但对于未来的规划女孩依然把母亲放在里头。女孩因对自

己的未来有了方向，在各科的学习也找到了意义。她对林

老师说：“我想把地理念好，那未来我可以到不同的国家

去了解当地的时尚发型；我想把历史学好，我可透过历史

看到从古至今发型的变化。”女孩不仅改善了与母亲的关

系，也意识到各科对于未来生涯的连贯，因而为美发师这

个目标奋发。

临近尾声，林老师给同学们进行“你想要怎样的精彩

人生？”活动，主要让同学们从六个理想的居住环境，选

择一个自己向往的社区。透过活动帮助同学规划未来的理

想生活，再思考我将来要从事怎么样的工作以达到理想生

活，那我又可以进入哪间学校、修读哪些科系。最后林老

师总结，动机是“奋发 + 行动”的最大推动力，期许同

学们拿出具体行动去规划梦想生涯，因你能做的永远比你

想象中的还要多。

越努力越幸运
萧钿沁（高一文商义）

这场讲座对我的启发是我们要向前看，只有在

努力奋发的时候才能挣脱自己无形中的枷锁。就好

像主讲人所说的，努力奋发的成果就是一把最有用

的钥匙，才能打开我们的枷锁，拿回“我们的脚”。

面对压力的时候，我通常会选择去弹钢琴，因为我觉得这是一

个很好的缓解压力方式。音乐可以使人开心，放松，心情愉快。很

压力的时候，我就会先放下手头上的事情，走到钢琴面前弹一首符

合我心情的歌。心情调整好后，我才回去把事情做好，这时就会发

现事情一下子就被解决了，压力也随之消散。因此，我认为有压力

的时候不要去强迫自己完成事情，因为就算做出来了也不一定是你

认为最好的方案。

我自己非常喜欢“越努力越幸运”这句格言。很多人说幸运是

实力的一部分，我也非常认同，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努力过。上天会

眷顾那些努力勤奋的孩子，只要奋发努力，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越来

越顺利、越来越如意，心里想的东西往往都会在不经意间实现了，

你也将过上你想要的那个生活。这些都不是偶然，为自己的青春奋

斗过，人生才会圆满，我相信兴华生都可以获得这颗“幸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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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天文学识营 
推动天文教育普及化，启迪对宇宙的深广认识 

采访报道 / 叶恩绮 （初三爱）、叶颖蒽（初三廉）

  □ 张惠洁老师

  □ 陈玮伦老师

6月5日（星期日）上午9时，我校天文教育推广组，协同初三科学老师

为全体初三生举办了线上天文学识营，以期初三初三学生在初中毕业前夕，

能通过这趟天文学识学习之旅，感受及体悟“心系宇宙天地宽”的态度。同

时，也期待能启迪学生对太空天体的认知及探索宇宙的兴趣，进而培养学生

的观察能力与科学素养。课程设计也结合了初中科学课程，让课本上的知识

不仅停留于晦涩难懂的内容

当天的主讲人为张惠洁老师和陈玮伦老师。张老师毕业于马来西亚国民

大学化学工程系，是业余的天文爱好者，同时担任我校推广天文教育的支援

老师之一，为启蒙学生对宇宙的认识尽一份力。陈玮伦老师目前是寻星天文

学会副会长兼我校天文学会指导老师，及也是我校远距天文观测小组的指导

老师。他曾担任马来亚大学研究助理，以及南洋商报副刊《天外来客》的专

栏作家。

□ 张老师在印尼婆罗摩火山(Mount Bromo)拍摄的星流迹。

在主题“星与星系”的第一部分中，张老师以“从地球仰望星空”为切入点，分享之前和朋友们

一起看星星的故事。她分别在台湾、澳洲和印尼的夜空上拍摄的星空，极为美丽。在分享星空的同

时，他也讲解了银河系所处于的位置和一些小知识。例如：银河系的照片是人工合成的，由中间部分

的核球和银盘组成，上下两边还带有银晕。张老师提到，地球的自转会导致不同的时间看见不一样的

星空。为了方便同学们理解，她也运用了不同的图片来解释其中的原理。星空之美，在张老师朴实的

演讲风格和丰富素材的提供下，委实让大家心生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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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照片极具震撼力
邱湘菱（初三礼）

在还没开始天文学识营

前，我有提前复习初一和初

二科学课本的天文内容。我

认为，在天文学识营前制作

的星盘，对我当天活动是有帮助的，因为我

可以更好地投入讲座中。这次的天文学识营

中，我学到了新的星座及使用星盘的方法。

在参加天文学识营前，我认为，这会是一个

很古板的讲座。但在参加完天文学识营后，

我发现老师们让我们通过观赏他们所拍摄的

照片，增加此讲座的吸引力。在活动的过程

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看老师亲身经历拍下

的照片，因为对我来说相当震撼。参加完这

场天文学识营后，使我对天文产生更浓厚的

兴趣了。

启发了对宇宙的认识与探索
刘施宇（初三礼）

参加完这一次的天文学识营后，我学

会了使用星盘来了解各时期会出现的星

座，增加了我对天文方面的知识。在参

加天文学识营前，我用了超过1个小时的

时间来制作星盘，但其实当天收到星盘时，我有几个朋

友已经在课堂上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现在想起来不得不

佩服他们。一开始，我认为，天文营只会介绍宇宙中的

奥秘，例如：行星、彗星、星座等等一些有关星空的知

识，但我参加完此次的天文学识营后，发现远远不止这

些。主讲老师分享了她对天文研究的一些经历，还有她

拍摄星空的经历，整个氛围是比较轻松的，没有我印象

中的严肃。宇宙对我来说是奥秘之城，参加完此次活动

也大大增加了我想要拍摄夜空的想法，喜欢拍摄的我希

望在未来有机会可以到一些地方拍摄夜空，还有月食、

日食、极光、银河等天文景象。

在天文学识营前，各班同学已从科学老师指导下，制作出属于自己的彩色星盘，星盘的使用，则由陈老

师作线上教导使用星盘。在教导过程中，陈老师列出了几个星空固定摄影的基本设备，例如：指南针、红灯

电筒、星盘或星图等，并以真实图片向同学们展示对应星盘上的一些例子。最后，陈老师也让同学们观赏一

些画家的星空想象画并作解释，让同学有机会从赏析的角度学习。 

在“星与星系”的第二部分中，张老师向同学们讲解了可以在各季节观察到的星座。除了以真实图片教

导同学们分辨星座种类，张老师也让同学使用看星盘观察星座的位置，她提到，古时候的人们拥有无限的想

象力，他们将天空中的星斗连起来，依照其形状及特征，并结合了神话故事赋予他们适当的名字，慢慢诞生

了一座座星座。最后，张老师总结道，星空中一共有88个星座，因此在不同的时间、纬度中，每一片星空都

是独一无二的。

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感谢初三级科学老师在学期末的紧凑工作中，扔不留余力地督导学生事先完成

自己的星盘，力促这场线上天文学识营能让同学各居一方操作手上的星盘，加深学习印象。她也欣喜于张老

师和陈老师在这常年举办的天文学识营中，总能给学生丰富、紮实且更新的天文知识。

□ 星空固定摄影的基

本设备，例如：指南

针、红灯电筒、星盘或

星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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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商科学习营
——《兴生代 • 魔法石 • 遇见》

采访报道 / 周可欣（高二文商礼）、吴伊文（高一文商义）、巫语暄（高一文商礼）

我校商科教研组于6月5日（星期日）早上8

时，掀开了商科学习营的序幕，在充实学校假期

的同时，也让参与者从各类活动中，体验、及模

拟课本中所描述的商业情境，实践一段真实性学习

（autheatic learning）。当天共有将近500名高一、

高二文商班学生及140位高三文商班志工参与。

商科教研组并非头一遭举办商科学习营，2018

年曾以“魔鬼藏在细节里”为题展开两天的学习

营，今年商科营的主题则为《兴生代•魔法石•遇
见》，所有活动皆以魔法的概念贯穿。当天，参与

者皆是以“兴生代魔法学院”的魔法师身份参与

学习活动。苏进存校长扮演的则是“兴生代魔法学

院”的院长，并在活动开始前给予致词。

苏校长表示,素养导向教学设计是学校教育改

革的策略，将教学注入情境化，培养同学们跨领域

统合知识的能力，活用知识，了解商业社会的发展

规律。

  □ 苏进存校长、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及教务处副主任朱建鸿老师共同翻开了“兴生代魔法学院手册”
，拉开了本次商科学习营的序幕。左一起为朱建鸿老师、黄志光主任、许梅韵副校长、苏进存校长、商科教
研组科组长朱伟杰老师、黄淑雯老师及徐孝业老师。

致词完毕后，苏校长、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

长以及教务处副主任朱建鸿老师共同翻开了《兴

生代魔法学院手册》，拉开了本次商科学习营的序

幕。开幕仪式完成后，各位魔法师便正式展开了精

彩的魔法之旅。

魔法旅途中的“商业社会”

商科营当天的主轴活动包括：魔法图书馆、魔

法拼图、魔法圣地、魔法交易所、魔汤研究所、魔

汤桌游、魔法科技。此外，主办方还设置了魔法银

行、魔法商店、魔法竞技场及魔法监狱，在增添活

动趣味性的同时，也让营员能更好地体验生活中各

类与“商”相关的元素，提升同学对“商”的敏感度。 

活动中，各队最初将获得五枚“魔币”。为了

获取胜利，营员们需要在各个魔法学院完成一系列

的魔法挑战，以获取更多的“魔币”及“魔法石”

。其中，“魔法石”共分为金、红、蓝、绿、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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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颜色，每一种颜色的“魔法石”皆拥有不同功能，营员能利用

之启动魔法，以解除闯关中所遇到的困难。

各环节中，若迟到或损坏道具，各组所拥有的“魔币”也将

被扣除。“魔法商店”则可供营员将“魔法石”兑换成“魔币”

，抑或是购买“魔法石”协助闯关。此外，各队也可以把手中

的“魔币”存入“魔法银行”赚取利息。 

再来，各队也须于活动全程遵守一切的规则，违规者经发现

后将被押往“魔法监狱”。一旦营员被押往“魔法监狱”，则该

营员须完成指定任务进行自救，或其队伍须派一人前往，并通过

获取“监狱卡”以及缴交“魔币”或使用“魔法石”进行赎救。

  □ 商科营师生大合照。

  □ 商科营开心参与。

  □ 违规的营员将被
押往“魔法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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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魔法世界 全体营员当天被分为48个小队，并在队辅带领下，参与了商科营的

两大活动环节，分别为“魔法世界”的跑站活动及“魔法科技之旅”。

其中“魔法世界”中的站点活动如下：

1、魔法图书馆  
参与者获得一张题目纸以

及摩斯密码对照表。通过题目

纸的指示，营员们可以获知所

需寻找的商科书籍和杂志，通

过破解摩斯密码，把隐藏在相

关商科书籍和杂志的关键字填

写到 “文字迷宫”。

2、魔法拼图  
各小队根据站长所给予的提示前

往相应地点获取任务信封。信封内装

着不同价钱以及账目名称的纸条，而

所有纸条将用于完成任务。营员须根

据所给予的情景进行一系列的演算，

再将信封内的纸条以粘贴的方式完成

试算表（Trial Balance）。

□ 1. 隔墙讨论。 
     2. 破解摩斯密码。         
     3. 搜寻答案。 

1    2

3

3、魔法圣地  
营员通过完成杯子接小球、叠杯、丢掷纸飞机等小游戏，

获得抢答权。在小游戏中完成最快的组别则可回答站长所提问

的题目，题目范畴包括法律、企业伦理与道德、基本商业常识

等等。积分最多的优胜队可获得额外的“魔币”及“魔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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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魔法交易所  
站长首先要求各组把抽到的国旗的货币名称写出来，主要

是让营员可以透过国旗认识各国家的名字与货币名称。在讲解

货币的兑换方式后，营员们需根据汇率板上的汇率计算我国货

币与其它不同国家的货币的兑换价值，按最快完成任务的小队

选为优胜队伍。

  

5、魔汤研究所
广告在商业界里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主要为消费者详细

地介绍并传达商品信息。各组

在此站中须在15分钟内设计并

讨论广告内容，最终利用2分

钟的时间为指定的物品进行宣

传。这让营员有效地学习如何

利用广告宣传商品，也训练他

们的思考及表达能力。

6、魔法桌游  
各小队通过卡牌游戏

的方式，操控期货市场价

格及进行期货交易活动。

期间，营员也必须进行捐

献，若最后捐献额最低

者，也无法在此活动中获

胜，这个活动的设计，主

要是让同学可以体会 “取

之社会，用之社会“ 的含

义。企业在商场上除了赚

取利润，也需要履行社会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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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科技之旅

各小队也在另一个活动环节中，经历了长达四小

时的“魔法科技”之旅。在这趟旅程中，每队需要根

据任务卡内的情景完成相关的旅游配套，包括住宿、

膳食和交通的安排。其中的任务有价格谈判、旅游配

套的幻灯片与海报制作和电子过账卡交易记录。

为了让营员体验市场谈判的重要性，“魔法科

技”中也设定了“餐厅”、“交通站”与“住宿所”

。每队须派代表到相关地点与工作人员进行价格谈

判，以获取最大的优惠。这些地点皆会提供不同的配

套选择，营员须根据任务场景和预算计划出性价比最

高的配套。在此过程中，营员们不仅可以学习讲价的

技巧，还可以学会控制预算以及加强随机应变的能力。

此外，“魔法科技”还存在着“地下交易”，拍

卖的物品包括陷害卡、提升卡以及催眠卡。这些卡片

皆能有效地帮助各组在魔法之旅中获得胜利。为了方

便同学完成旅游配套介绍的幻灯片，“地下交易”还

提供了手机租借的服务，但须以扣除旅游配套的经费

作为代价。

最后进入的是各队呈现旅游配套的环节。每队可

派1至3人到讲台上进行呈现，限时三分钟。在各队都

呈现完毕后，则进入投票环节，各队营员在经过讨论

后将手中的票投给最佳组别。

活动结束前，全体参与者于仁爱广场集合。其

中，“魔法币”数量最高的前十组成为当天的胜利队

伍，并获得了由筹委团精心准备的礼品，即“魔法界

最高荣誉奖”。此外，筹委团还以喷射大象牙膏作为

闭幕仪式。制作大象牙膏需要许多不同化学溶液，就

好比营员们一天的学习积累，并将所有收获混合后，

最终爆发成为炫丽的泡沫。活动尾声，朱伟杰老师在

致辞之后合上了“兴生代魔法学院手册”，象征着商

科学习营的圆满结束。

为高中末年渲染缤纷的色彩
林玲伶（高三文商勇，商科营志工）

商科学习营对于我这届的高三生而言，可谓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加上即将毕业的我也想在

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留下一个特别的回忆，因此报名加入了本次活动的筹委团。同时，我也

希望通过参与此一活动，弥补这两年无法体验实体校园生活的遗憾。我在此次筹委团中担任的职位是“魔法

科技”的站长。起初，该活动的负责老师仅给予了我们一个初步的流程，它看一个似易如反掌的任务，但真

正筹备起来才发现，有许多细节的部分需要更多构思。庆幸的是，我的伙伴们都很愿意共同抽出时间针对问

题进行讨论，并解决之。虽然活动的筹备并不容易，但当协力同心的大家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时，一切的疲

惫及汗水值得。

□ 进行地下交易。

□ 各队呈现旅游配套的环节。

□ 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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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秒内即招到超过50名志愿者
朱伟杰老师（商科教研组组长）

去年年底，商科教研组的老师们在商科年度总结会议时，就决定举办商科学习营。于今年

二月，老师们便陆续拟定活动的整体方向和初步流程，四月则开始招募高三志工及开放报名。

本次总共招募到了140位高三志工。我们透过谷歌问卷掌握志工报名人数，在开放报名的30秒内，即有超过

50位高三生报名，而不到4分钟内人数便超过了预算名额。筹备过程中，商科老师们都秉持兴华的办学理念，

即“以学生为学习主体”的核心理念，带领志工同学策划、制作器材、进度规划等等。商科老师们都扮演从

旁督导及提醒的角色，所有的工作都由志工同学亲历亲为。

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性，我们也为本次的学习营贯穿了魔法的概念，主要是想让营员们在商科学习上不

被教室局限，而是可以通过动态的活动及小游戏来学习有关知识。此外，为了节省资源及经费，我们本次活

动的道具制作和筹备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以“零成本”的方向构思。例如“兴生代魔法学院”手册、各队队

牌、游戏道具、“魔法石” 等等，都是以环保材料制作。这也可以让筹委们学习到如何利用有限制的资源，

让其发挥最大的效益。

此次商科营的学习活动，学习对象其实不仅局限于高一及高二的文商班学生，同时也让高三的志工有机

会接触社会中的商科元素，例如：高三生在填写筹委招募的报名表后，皆会收到一份“录用通知书”，而没

有点击“确认”者，将被取消担任志工的资格。这就好比在职场上一样，若我们在面试成功后，没有回复领

导给予的通知信件，那么我们的工作资格亦会被自动取消。商科与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希望无论

是高三志工或是营员们，皆能通过这次的学习营体会到商科的重要性，并让大家从中获得启发。

活动结束后，我们也收集了全体志工的回馈，并落实PDCA的概念以求未来的商科学习营可以办得更好。

我们常说“one-size-fits-all is impossible”，我们都了解此次的商科学习营无法满足所有营员的需求和

心中的期待。但活动结束后所收集到的营员反馈中，几乎每一站活动都有同学填写是他们最喜欢和最有收获

的一站。从中可以发现，营员们在全心投入此次的活动的过程中，都有触动自己内心的活动，并可以将其所

学应用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同时，也有同学表达透过此次的学习营，发现了自己有不一样的才华，比如：表

达能力、谈判能力等。这也是我校一直期许全体同学在高中生涯中可以探索出自己特质和潜力，在日后把握

更多自我提升的机会，让自己可以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提升自身的价值。

谈判犹如战场
吴启永（高一文商礼）

身为高一文商班的学生，今年是我第一次接触商科。经过此次的学习营，我对商科方面的

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意识到市场上讨价还价以及抢占先机的重要性。同时，我也通过游

戏发现，粗心大意对于记账人员而言可谓是一个大忌。此外，在寻找“魔法石”以及闯关环节中，也让我有

机会发现校园之美。其中，我最喜欢的环节为“魔法科技”。当我前往至相关地点与站长进行价格谈判时，

看到了旁边的许多营员也在进行着相同的事，仿佛自己步入了社会，到他人公司进行谈判一般。当时，紧张

以及刺激充斥着我的每一个细胞，让我对于表现自己的口才起了兴致。我认为，谈判犹如战场，在商业界里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只有通过不断来回进行谈判，才得以把价格拉拢至最低，甚至是获取与其他公

司合作的机会。当天负责带领我队的队辅也十分友善，同时也具备领导能力。当队员们遇到问题时，她都会

提供解决方案，是个阳光开朗的人。与我同组的队员也十分积极，我们总在遇到困难时一起承担，并且迎难

而上。我非常高兴能与他们一起进行一整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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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C Reading Club#6 -  
I am Malala

“One child, one teacher, one book,  
one pen can change the world.”

 Reported by ELC

On 3rd June 2022,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held its reading club#6 on an 
autobiography entitled I am Malala. Malala 
Yousafzai is a Pakistani activist for female 
education. In 2014, when she was 17, s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making her 
the world's youngest Nobel Prize laureate. 
Malala is also the second Pakistani and the 
first Pashtun to ever receive a Nobel Prize. 

As usual, the reading club was held online 
via Google Meet from 7pm to 8.20pm, and 
was joined by 7 students and two teachers. 
Miss Shyne, the chair of the event started 
the session with an ice-breaking activity, 
getting the participants to briefly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tell everyone if they have 
finished reading the book. Though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did not manage to finish the 
entire book, they found Malala’s story very 
intriguing and certainly provided much food 
for thought about education. 

After the brief ice-breaker, the participants 
took turns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and opinions 
about Malala and her admirable qualities, and 
Malala’s father, Ziauddin Yousafzai and his 
influence on Malala. Many of the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at they are very impressed 
with Malala’s courage to fight for the right 
of education for Pakistani girls. Tan Hwei 
Shan from S3 Birmingham shared that she 
thought Malala is a rare gem and that if she 
were in Malala’s shoes, she would not act like 
she did. Ong Yuan Ting from S3 Canberra 
mentioned that Malala’s bravery is beyond 
her comprehension and she could not imagine 
herself doing the same if she received death 
threats from the terrorists. 

When being asked to share their favourite 
part of the book, most participants said that 
they were surprised to read about the courage 
portrayed in Malala. “Her story has inspired 
me to be courageous because she fearles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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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od up to people who denied her rights to education just because she was born to be a female,” commented 
Lee Yan Qi,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from S3 Chicago. The participants also took turns to explain their least 
favourite part of the book. One participant named Koh Ee Jane from J1 Ottawa expressed that she found the 
shooting incident very frightening. “The book started with the shooting incident and I was not ready for it as 
I thought it would come much later on. The thought that she was shot while on her way to school in a school 
bus is just very terrifying to me.” 

All the participants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cite a phrase or two from the book which they found most 
inspiring and it was pleasant to see some participants highlighting the phrases recited for future references. 
Before the session ended, Miss Shyne invited everyone for a grou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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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meritus 
Professor Dr. 
Malachi Edwin 
Vethamani 

 □ Associate 
Professor Dr. 
Too Wei Keong

With the aim of introducing students to the elements of poetry and providing 
hands-on experience in writing a variety of poetr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invited two prominent trainers, Emeritus Professor Dr. Malachi Edwin Vethamani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Dr. Too Wei Keong, to take students on a journey exploring the 
beauty of poetry in a 2-day workshop. The 16-hour workshop was held on the 8th and 
9th of June. This workshop was conduct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Tan Sri Yeoh Tiong 
Lay & Puan Sri Tan Kai Yong Aided ELC Teachers & Students Training Charitable 
Fund.

Throughout the entire workshop, the trainers engaged the students with a series of 
tasks with a variety of objectives. At the start of the workshop, the trainers asked the 
students if they enjoyed reading poetry and if they have any favourite poets. They also 
shared a poem where they encouraged the students to give their personal responses 
towards the poem. Students were also given individual as well as pair tasks to produce 
haikus, rhyming poetry and more.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different elements of poetry, 
and were asked to come up with examples for each element. The trainers also took the 
students outdoors, getting students engaged with their five senses and using that to 
bring their poetry to life. Many students produced beautifully phrased and artistic lines 
in their poetry. Here are some of the highlights:

‘She’s in the light; I live in the dark’ - Tan Ee Sea, J2 Washington

‘While the Tsunami retreats, escaping punishment’ - Lim Seng Qi, J2 Paris

‘Humans spreading seeds and love’ - Wendy Wong Qin Ying, J2 Vancouver

‘Blooming in the mud’ - Tsen Yun Xin, J2 Adelaide & Lim Swee Jing, S3 Manchester

‘Told the stars about you’ - Ong Yuan Ting, S3 Canberra

‘Books returned to their comfort’ - Gan Xin Ru, S3 Manchester

All the participants gained a lot of insights into what it 
takes to write good poetry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ading, 
writing, discussion and sharing sessions, and broad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nuances in poetry.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ir beautifully crafted poems in our HinHua Love 
Reading E-zine, and anticipate reading more inspired poetry 
by all our students.

□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on Their Poems.

 Reported by 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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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Seng Qi (J2 Paris)
I think the 

workshop was fun 
and interesting, as 
there were plenty of 
activities to do, for 
example writing on the mahjong 
paper collaboratively, observing 
the flowers in the garden and 
writing our own poems. I learned 
many techniques to write a good 
poem by using alliteration, 
onomatopoeia, hyperbole and 
more. The professors there were 
nice and also patient, and they 
took a lot of time to correct my 
poem mistakes and grammar 
problems. It is a shame that the 
workshop has ended, but I truly 
learned something useful for my 
lessons.

□ Group Photo at the End of the Workshop.

□ The Trainers Giving Personalised Feedback on Students'

 Work.

Ong Yuan Ting (S3 Canberra)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workshop for months, as it was 
postponed due to the pandemic, 
and it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It was a very informative and valuable two days. 
The teachers were relaxed, extremely informative, 
humorous, patient, and considerate.  I really enjoyed 
the small group projects – especially as they were all 
lovely people and there were lots of brilliant ideas 
flying about. I have also learned to write poems 
based on different themes. I highly recommend the 
workshop to everyone who is trying to step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 be open-minded to different 
views and give it 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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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校内线上象棋比赛

高初中组共 6 人获奖
报道 / 陈芝瑄 （高三理爱，象棋社文书）

为了培养学生们对中国象棋的热爱和提高学生的棋艺，我校象棋社于6月6日（星期一）早

上10时正，举办了线上校内线上象棋比赛。本次比赛共吸引48人参与，并在天天象棋平台顺利

完成。当日，参赛者进行了六轮比赛之后，最终诞生出高初中组各3位首三名的优胜者，并于

下午3时左右进行成绩公布及颁奖仪式。

今年线上象棋比赛得以顺利举办，有赖于象棋社执委长期的筹备工作与奔波，还有颜友玲

老师与邱谊东老师的从旁协助。从比赛赛制、赛程编排，到宣传推广、后台支援等工作，皆为

执委团队通力合作的成果。最后，感谢所有参与者的配合和支持，在本次比赛中展现精湛的棋

艺，体现象棋的魅力所在。

初中组：

冠军：郑沂恒（初三忠）；亚军：关靖威（初二智）；季军：何嘉乐（初三和）

高中组：

冠军：郑凯键（高三文商勇）；亚军：王勇程（高二理信）季军：李浩丞（高二理信）

2022年校内象棋比赛成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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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棋社负责老师颜友玲老师，颁发奖
杯给荣获高中组冠军的郑凯键（高三文
商勇）。

□ 象棋社负责老师颜友玲老师，颁发奖杯
给荣获高中组亚军的王勇程（高二理信）。

2022年校内象棋比赛成绩：

高中组：

□ 象棋社负责老师颜友玲老师，颁发奖杯
给荣获高中组季军的李浩丞（高二理信）。

初中组：

□ 象棋社负责老师邱谊东老师，颁发奖杯
给荣获初中组冠军的郑沂恒（初三忠）。

□ 象棋社负责老师邱谊东老师，颁发奖杯
给荣获初中组亚军的关靖威（初二智）。

□ 象棋社负责老师邱谊东老师，颁发奖杯
给荣获初中组季军的何嘉乐（初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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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教育展：国内外大学及教育机构 
38 所国内外大学参展供学生咨询

采访报道 / 洪可盈（高二理仁）

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6月1日(星期三)上午

9时，在忠礼堂举办了2022年教育展。自2020年行

动管制令以来，这是我校首次举办线下教育展，

让同学们收集关于大学的资料和询问有关升学的事

宜，并掌握最新资讯，为接下来的升学之路作准备。

此次一共有38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与教育机

构参与此次教育展。其中，有16所来自马来西亚的

大学，如：拉曼大学（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简称UTAR）和国际医药大学（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简称IMU）；7所外国大学

在马来西亚的分校，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和马来西亚蒙纳

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英国大学4

所，中国大学、新加坡大学、爱尔兰大学、日本大学

各1所，以及7间升学服务中心。此外，各大学代表

与升学服务中心也在现场分发相关资料与手册供同

学们参考，解答同学们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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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高三及高二生以班级为单位轮流参展，

每班同学各有40分钟。因此，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

快掌握教育展资讯，升学与国际事务提供了两份参

考文件，分别是《大学课程》与《选校10问》。透

过这两份文件，同学们能清楚了解本次参展的大学

及该校所开设的课程，同时了解及记录自己想要就

读的大学及科系，以便在参展时向大学提出询问。

*《大学课程》链接：Hin Hua High School Education Fair 2022 大学课程

 《选校10问》链接: 《选校10问》

延伸资料：

参展单位：

 马来西亚
1.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novation (APU)
2. Dasein Academy Of Art
3. First City University College
4. HELP University
5.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6. INTI University and College
7. Multimedia University (MMU)
8. 新纪元大学学院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9. SEGi College Subang Jaya
10. Sunway University
11. Taylor’s University
12. The One Academy
13. 拉曼大学学院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TAR UC)
14. UCSI University
15. UOW Malaysia KDU
16. 拉曼大学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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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大学在马来西亚分校
17. Heriot-Watt University Malaysia 
18.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19.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arawak Malaysia
20.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21. University of Reading Malaysia
22.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Malaysia 
23.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英国
24.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25. Teesside University
26.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27. University of York

中国
28. 西交利物浦大学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新加坡
29.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IM)

爱尔兰
30.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

日语学校
31. Lupeichun Japan Education Centre

升学服务中心
32. AUG Student Services (Australia, UK,  
      Malaysia, Singapore, Ireland, USA)
33. IDP Education (Australia, USA, UK,  
      Canada, New Zealand, Ireland)
34. JM Education Group (Australia,  
      USA, UK, Canada, New Zealand,
      Ireland, Singapore, Malaysia)
35. MABECS (UK)
36. PDVL Overseas Advisory  
      (UK, South Korea, New Zealand)
37. Selset Education Centre (Australia,  
      USA, UK, Canada, China, New  
      Zealand, Malaysia)
38. United Kingdom Education Centre  
      (UKEC) (UK, Ireland)

首次参加线下教育展，有效了解高校情况
林颖洁（高二理仁）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学校的线下教育展。我感觉此展有所帮助，让我了解更多不同学校所要求的成绩与升

学的所需的费用。相比于线上教育展，我觉得线下的教育展更有效、更方便地了解各校情况。由于线上教育

展通常都是由负责人做介绍，所以一些资讯不一定是我所想要了解的。我觉得蛮惊喜的是各校负责人都非常

地热心与体贴，我以为他们经过了半天的讲解会感到些许的厌烦，没想到他们不仅没有厌烦，反而很热情地

邀请我们一起。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觉得可以将此次的教育展的时间延长多几天，因为一节课的时间有点太短了，班

上大多数的同学都表示不够时间与这么多所大学进行交流和了解。最后，我认为这次的教育展让我收获不

少。虽然我还没有明确想选择的科系与大学，但此次教育展让我对升学有了新的认知，也让我有了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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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星期二），我校共有42位师生前往拉曼大学双溪龙校区参观。上午9时抵达该校后，同学们前往

讲堂观看拉曼大学的介绍影片，并由课程宣导处的代表Ms.Michael讲解该校的科系、学校设施、交通住宿问

题等资讯。同时，Ms.Michael也介绍了学校所提供的奖学金，包括UTAR Scholarships for Top Achievers、UTAR 

Sport/Talent Sholarships、拉曼大学独中生奖学金、丹斯里林梧桐拉曼大学奖学金等。 

之后，学生们被分为理科生和文商科生两组进行校园参观，分别前往双溪龙校区的两栋大楼——KA 

Block和KB Block。在学生大使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该校的各个科系课室、食堂、图书馆等。学生大使向

同学们详细地介绍了校园各个角落，让同学们了解该校的运作。参观完校园后，师生们一同到大学门口处拍

摄大合照。        

上午11时半，两组同学前往讲堂聆听讲座。理科生参与了一场工程系讲座，除了主讲人讲解课程内容之

外，另外四位讲师还特别介绍及分享他们曾参与的一些工程项目。另一边厢，文商科生则参加金融科系的讲

座，分别由三位学校讲师为大家讲解金融的未来发展，也鼓励同学们选择该科系就读。总体而言，当天的参

观活动展现出拉曼大学作为一所综合型大学，不仅具有完善的校园设施，同时也提供许多科系供学生们选择

深造。

拉曼大学双溪龙校区 (UTAR Sungai Long Campus)

报道 / 严翎诗（高三文商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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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威大学 （Sunway University）

6月7日（星期二），我校共有82

位师生一同到双威大学参观。下午1时

抵达该校后，同学们随即被带往讲堂

聆听该大学代表 Ms. Eileen介绍该校

的科系和奖学金资讯，包括 Jeffrey 

Cheah Entrance Scholarship，Sunway 

Excellence Scholarship，Sunway 

Sports Scholarship，双威大学独中

生领导力奖学金等等。

其中，双威大学独中生领导力奖

学金是专设给统考生申请，其资格包

括高中统考成绩必须符合入学条件，

活跃于学校社团及校内外活动，或参

与回馈社会相关的活动与创业项目。

奖学金金额将根据履历表现决定，最

多每年可获得15000令吉。因此，Ms. 

Eileen强烈建议，同学们多参与校内

外活动，以争取该项奖学金。接着，

该校学长也向同学们介绍了双威独中

校友联谊会以及该组织所举办的活

动，如新春庙会、线上领袖培训营等等。

之后，三位目前就读于双威大

学的兴华校友，也介绍了他们就

读的科系和就读于该校的感想。

同学们随后分别参加了该校所准备

的两个工作坊，分别是商业工作坊

（Business Workshop）和广告工作坊

（Advertising Workshop）。工作坊结

束后，学长姐也带领同学们参观校园各

处，了解该校的运作。

首先，同学们参观了三层楼的图

书馆，馆内除了有各种书籍可供学生

借阅，也有许多可供自习的区域。随

后，同学们也参观了该校的教学与生

活设施，如IT室、课室、餐厅和咖啡

厅等，可见双威大学的校园设施十分

现代化和完善。最后，同学们在拍摄

大合照后，于下午4时启程返校。

报道 / 刘怡君（高三理孝）、郑敏甜（高三文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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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6月8日（星期三）中午12时，40名学生在两

位国际事务处老师的带领下，从我校乘搭巴士前

往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该校的Ms. Angela Teo

担任主要负责人简单地介绍了该校各科的课程内

容、入学条件、提供的毕业证书等。

Ms. Angela 提到，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在

世界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各科皆保持在

前100名的前提下，其药剂和药理学（Pharmacy 

and Pharmacology）更是取得了QS世界科系排名

第一的佳绩（QS Subject Rankings, 2022）。

她也提到，该校学生可选择于本地完成学业，也

可选择在本地就读至少一年后，转至澳洲本校继

续学业或报名参加交换生计划。

此外，Ms. Angela表示，该校也提供了许多

面向在籍生的福利，例如奖学金及助学金、各类

工作坊及就业优先权、住宿、休闲娱乐设备等。

讲解环节结束后，Ms. Angela的助手—— Mr. 

Kelvin Gan带领学生们通过 Quizzez 进行游戏

环节，进一步加深了学生们对该校的认知。

报道 / 吴欣颖（高三理孝）

接 着 ， 两 位 该 校 在 籍 生 ——就 读 商 业 学

（Business）的 Ms. Elizabeth Tan 及就读生物

医学（Medical Bioscience）的 Ms. Angel Chieng 

，为学生们分享她们在该校就读的经历。其中，Ms. 

Elizabeth分享了自己在中学就读理科，大学则选择转

攻商科的“理转商”心路历程；而 Ms. Angel 则分享

了自己在就读一年商业系后发现不适合，而转向医学

系的心路历程。另外，两位学姐也向学生们讲述了她

们曾经参加的校园课外活动及就业计划等。

下午2时30分讲解会结束，由 Ms. Elizabeth 和 

Ms. Angel分别带领学生们参观校园。路途中，学生们

参观了食堂、图书馆、实验室、休闲娱乐区等。参观

活动临近尾声，学生们在两位学姐的带领下抵达校园

咖啡厅享用下午茶。

临近下午4时，全体师生及讲师以一张大合照将此

次参观经历定格了下来。最后，学生们跟随老师的步

伐，在一片道谢声中踏上了返程的巴士，为此次的参

观活动写下圆满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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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novation）

报道 / 吴芯仪（高三文商和）、陈慧珊（高三文商礼）

6月8日（星期三）下午1时至下午4时，共有2

位老师及43位高一至高三的同学，一同前往位于

武吉加里尓的亚太科技大学（简称APU）参访。大

学代表陈昱荣先生向同学们介绍该大学，包括创校

背景、科系介绍、入学资格、学校荣誉、校园特色

等。亚太科技大学自1993年成立以来，一直是马来

西亚顶尖的私立大学之一。其科系主要以科技类专

业为主，最热门的专业包括电脑与资讯科技及工程

科技。除此之外，该校还开办包括财经、艺术与设

计、商业管理、传播等科系。

之后，同学们被分成四组进行校园导览。穿梭

在校园中，可看到不同肤色及长相的外国学生，同

学们犹如置身于“小联合国”。其原因是亚太科技

大学的学生中，45%为外国学生，来自世界逾130个

国家。对此，陈先生表示，该校堪称“全亚洲最多

元文化学习环境”的校园。

在享用餐点后，同学们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科

系，到不同地点聆听相关科系的详细介绍。在大学

参观活动结束前，师生与大学代表在具代表性的校

园主楼前拍摄大合照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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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曾钰晴（高三文商勇）

6月9日（星期四），我校共40位高中生及两位升学与国际事务处的老师前往拉曼大学学院参访。

下午12时正抵达目的地后，师生们被带领到该校礼堂就坐。

首先，活动负责人 Mr. Jo 以一支简洁的欢迎影片拉开序幕，随即以幽默的语调向同学们介绍了该大学

的入学标准、校内设施及各类科系。中午12时半，Mr. Johan向大家讲解商业学相关科系的课程内容和所颁

授的毕业证书，期间短暂的抢答送礼环节，也为大家在漫长的聆听过程增添不少乐趣。随后，Ms. Cheryl

学姐分享了自己学会计系（Accountancy）的历程、大众对此科系的种种误解以及课程细项等内容。

当天，师生们也被分成两组交替参观机器人学（Robotics）和工程学（Engineering）的实验室，

同学们都在专业教师的介绍和亲自操作下获益良多。临近尾声，师生们都聚集到该校图书馆。图书馆

馆长热情地向大家介绍馆内设施，如：视听室、讨论室、电子设备、独立自习隔间等。

拉曼大学学院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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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瑞瓦特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Heriot Watt University Malaysia Campus)

报道 / 许毓茹 （高三文商廉）

6月9日（星期四）下午1时，升学与国际

事务处的两位老师带领同学们前往赫瑞瓦特

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参访。抵达大学后，由该

校负责人Ezzy老师和Wee Ying老师迎接同学，

并带领大家参观校园各处。

同学们跟随着老师们的脚步，在校园四

处穿梭。在参观完壮丽的校园后，每个同学

皆得到一袋由赫瑞瓦特大学准备的纪念品。

接着，该大学副教授Dr. John See 为同学们

分享大学的简史及教学理念。赫瑞瓦特大学

成立于1821年，至今已有超过200年的历史，

而马来西亚分校今年也将迎来第10个年头。

赫瑞瓦特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也是大马第一个绿

色校园，校区位于湖畔的位置，与布城湖相连成

为“绿色连续体”。此外，该大学也是马来西亚首

个拥有活草屋顶的校园。绿色屋顶总长 300 米，遮

蔽了下方的自然通风空间，使建筑整体的热传导率

得以降低，而同学们还可以搭乘电梯到楼顶观赏。

除此之外，赫瑞瓦特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提供学

生与英国校区一致的高质量教育，顺利完成学业的

学生也可以获得与英国校区相同的学位证明。在回

程前，同学们在大学湖畔与老师合影，并在领取点

心礼盒后，结束了一天的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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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莱大学
（Taylor’s University）

报道 / 许洁盈老师（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6月10日（星期四），我校师生在升学与国际事务的安排下前往泰莱大学（Taylor’s University）进行

参访。活动内容包括了大学介绍、学生分享、工作坊及校园导览等。

师生们抵达该校后，负责人Gio先生简短地为大家介绍泰莱大学，并细说了其入学条件。他提及，泰莱大

学提供多样化的奖学金，如：Taylor’s Excellence Award, Merit Scholarship, World Class Scholarship, 

Community Scholarship, Sports Scholarship, Talents Scholarship, ACCA Scholarship。此外，该校学生

Joe Earn学姐也为同学们分享她在大学的学习经验、校园生活及所思所想。

随后，同学们分成两组，个别参加商业与市场分析（Business，Marketing & Analytics），以及生物

与普通科学（Bioscience，General Science）的工作坊。商业工作坊的教授透过 Kahoot 学习平台进行活

动，让同学们从互动问答中了解市场营销与分析的概念。在生物科学工作坊中，同学们体验了现场的电泳

（Rainbow Electrophoresis）实验室技术，观摩该技术如何根据 DNA、RNA 或蛋白质分子大小与电荷分离它们。

在校园导览环节中，同学们参观了泰莱大学的图书馆、课室、讲堂、实验室、餐厅等校园设施。在参观

结束前，校园引人入胜的景观让同学们不禁开始憧憬未来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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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U设计系为学生提供
想象平台
洪振益（高一理孝）

由于目前仍处在高一阶

段，因此我希望透过参观各大

学的实体资讯能帮助我在日后

的升学上做出选择。我与身边同学上网查询

资料后，认为APU在众多大学中较吸引我。其

中APU的老师也表示，该大学的设计系不需要

拥有任何的美术基础也可以报名。这一大特

点，对我而言非常有吸引力。我认为，APU的

设计系带有科技感，因为它采用电脑将自己的

想法实体化，为学生发挥想象力提供了平台。

此 外 ， 该 学 系 将 教 授 A d o b e 

Photoshop、Adobe Illustration、Motion 

Graphics、Digital Advertisement等软件

的运用，未来可往电影特效、平面与家具设

计等方向发展。我个人更偏向电影特效与制

作一类的设计，如卡通制作、3D建模、故事

线架构等。另外，除了了解APU的科系外，我

也见识到该校高科技的防骇客病毒练习电脑

室，以及收集该校学生论文的图书馆。虽然

这次参观大学的活动限制每人只能报名一间

大学，但我期待日后有更多类似的大学参观

活动，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参观其它的大学。

大学参观让视野不止
停留在网页
邱欣彤（高三文商廉）

在为升学做准备的前提

下，我选择了双威大学作为参

观对象，因为双威一直以来

都常活跃于我的视野。比如，去年的领袖培

训营以及不久前的撰写个人履历讲座，都是

我曾经参与过的一些由双威举办的活动。为

此，在众多大学中，双威大学是我比较熟悉

且希望了解的。

在参观之后，我发现现实里的大学和我

想象中有点出入，但也有不少惊喜。双威大

学的校舍整齐、亮眼，尤其是三层楼的图

书馆，为不同的需求者提供了相应的学习区

域，比如小组讨论区、单人自修区、电脑区

等等。参观过程中，看到了不少大学生们在

讨论作业，也让我对未来的大学生活有了向

往和期待。此外，录音室更让我大开眼界，

专业且完整的设施提供学生们舒适的录音环

境，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大学的环

境、设备及学长姐们的亲切与热情都让我感

到惊喜。原先，我打算毕业后就出国留学。

经过本次的参观，让我对国内大学有了不一

样的认识，也开始考虑留在本地升学的可能。

本次的大学参访活动让我对大学的了解

不再只停留在网页，而是真正踏入大学校舍

去感受校园氛围。这为我之后的升学起了有

效的参考作用。大学是继高中之后，人生最

精彩、宝贵、特别的阶段。我希望自己在经

历了两年的“居家高中生活”之后，可以找

到一间合适的大学，度过一个精彩、潇洒的

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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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Application of High School 
Physics & Mathematics in Engineering

供稿 /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6月30日（星期四），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邀请英国斯旺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工程系副教授 Dr Salim M Salim （CEng，MIMechE，SFHEA），于科技大楼潘

斯里杨陈开蓉大讲堂进行专题讲座“Application of High School Physics & Mathematics 

in Engineering”。

讲座开场，Salim 教授为同学介绍工程师的职责，通过结合设计、数学和物理的方法

来解决工程问题，并研究和开发新技术以达到创新和创造未来的目的。另外，Salim 教

授也在讲座中，分享电影《隐藏人物》，藉此讲述三名非裔女性凭借出色的数学及物理能

力，最终成功发射火箭，展现出数理知识的魅力。

□ 英国斯旺西大学工程系副教授 Dr Salim M Salim （CEng，MIMechE，SFHEA）为大家主讲专题讲座。

Salim 教授强调，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简称 CFD）在目前的工程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以提高计算能力和

准确性，同时降低工程成本。例如，计算流体力学可用于分析建筑物废

气对环境的影响，预测建筑物中的烟雾和火灾风险、量化室内环境品质

以及设计自然通风系统等方面。

除了专题分享之外，Salim 教授也简短地为大家介绍斯旺西大学

及其所开办的科系。最后，同学们也在问答环节后，结束了这场获益

良多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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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郑熙君同学荣获
2021 年度初中统考海华奖励金

供稿 / 教务处、 采访报道 / 张昊泽（初一勇） 

我校郑熙君同学于2021年全国初中统考表现优异，荣获2021年度初中统考海华奖励金，该

奖励金由由海华文教基金会颁发。6月17日，苏进存校长将200令吉的奖励金支票，正式移交予

郑同学，以资鼓励。

海华奖励金的遴选标准依序为：一、华文科分数最高分者；二、任何7科等级积分最低

者；三、任何7科总分数最高者。

郑同学现就读于高一理信班，她在采访中说道：“我拿到这份奖励时感到很惊讶，也很高

兴，因为获得这个奖非常难得。”

郑同学为今年初中统考的初三生建议道，在考前的黄金时期应尽早为考试准备，而且不管

是独自或协作复习，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备考方式。此外，她也勉励道：“学习是个很艰难

的旅程，要好好学习为统考做准备。”

期许郑同学于学涯上砥砺前行，并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经营、超越自我。

  □ 苏进存校长将200令吉的奖励金支票，正式移交予郑同学，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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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小说、历险小说、有趣的动物书籍和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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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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