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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于7月23日（星期六）为562位高三生举办成年礼，拿督李平福董事长带领三机构理事，在苏进存校

长、副校长等人陪同下，于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见证今年度的成年礼。

成年礼是中华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仪式，通过仪式庄严宣示同学们在心理上的成熟，能够独立自主与承

担责任，脱离童稚时期的父母庇护，是生命中重要的分水岭与蜕变期。所谓“成人”，即从真诚出发，走在

人生正途上、走向生命的圆满，懂得感恩，并且对自己的生命与言行举止负责，为父母分忧、关怀社会。

2022 年高三成年礼——
“感恩、责任、奋发”

562 位高三生庄严踏上成年之旅
     采访报道 / 陈信宇（初一和）、杨心悦（初二平）

  □ 主宾拿督李平福董事长（左）与苏进存校长见证高三成年礼仪式。

  □ 高三生向父母鞠躬致谢，感恩他们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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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李平福董事长在致词时表示，成年礼标示

着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作为成年人，要有心理上

的觉醒，提醒自己已经长大，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

人生。我校高三学生的成年礼以“责任、感恩、奋

发”为内涵，承载了父母及师长们对高三生的期

待。董事长说道，身为成年人，要有担当的勇气和

责任，对自己的行为和将来负责任，要有做对的事

情的勇气，相信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改变。他强

调，高三生蜕变成大人的这一路上，父母亲付出了

极大的精力，老师们无私地传授知识，学校也竭尽

所能提供良好的环境，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因

此同学们应知恩图报，以行动报答。

苏进存校长致词时道，“成年”的定义并不是

年龄的积累，而是同学们在心理上能自我醒悟，凡

事肯担当、知奉献，给人良好的示范榜样。成年礼

的仪式虽然只是一时，但其所代表的意义却是一生

的。苏校长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挫折，都要

勇敢地去面对。拥有自我愈合的能力，才能迎接更

大的挑战，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最后，苏校长期

勉高三生在人生路上，不忘初衷，克服困难，坚定

  □ 家长为孩子系领带，意味孩子正式进入成年。

前行。 同时，叮嘱同学要怀有感恩的心，感谢父

母生养之恩，感念师长苦心栽培，并珍惜同窗好友

的情谊。

成年礼以高三生朗读《行路难》及《大学章

句》掀开序幕。随后，家长为孩子“系上领带”，

象征着孩子在父母细心的呵护与养育下已经长大成

人。在主宾与校长的见证下，高三生宣誓“行必履

正，勿怀侥幸”，并承诺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脚踏

实地、按部就班地行事，无论任何事情都不抱着侥

幸的心态。之后，高三生向父母、主宾及师长鞠躬

致谢，感恩他们的养育之恩。

接着，高三学生代表依序念出家书，而随后其

他同学也将各自的家书献给父母。父母脸上都洋溢

幸福的笑容与感动的心情，场面温馨。成长礼在全

体高三生演唱《生命的蜕变》后圆满落幕。

当天出席高三生成年礼者包括我校副董事长余

安及颜建义、校友会主席叶进来董事、家教协会主

席刘金城董事、三机构理事吕怀毅董事、尤瑞泉董

事、苏顺昌董事、老师等。



55焦点

有“做对的事情”的勇气， 
也有责任和能力改变社会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致词

我校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学长、副董事长余安及颜建义先生、校长苏进

存、校友会主席叶进来、家教协会主席刘金城、各位三机构理事、老师、

家长和同学，早安。

自古以来，成年礼标示着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作为一个成年人，要有

心理上的觉醒，提醒自己，也让身边的人知道：我已经长大，我准备好面

对接下来的人生了。

今天高三学生的成年礼主题是：责任、感恩、奋发。这六个字，承载

了父母和师长们对你们的期望。

首先，身为成年人，要有担当的勇气和责任，对自己的行为和将来负

责任，对家庭、社会，甚至对国家，要有“做对的事情”的勇气。要相信

你们有责任也有能力改变，成长，才能培养出更强大的力量，走更长远的路。

再来，同学们蜕变成大人的这一路上，父母亲付出了无限大的心力，

确保你们健康成长、接受良好教育；老师们无私地传授知识、教你们待人

处事；学校竭尽所能提供你们发挥所长的环境、拓展你们的能力。这一切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当你们能够体认到家长、老师、学校领导、三机构、

和身边的人让你们成为一个美好的人，你们就会有感恩的心，就会努力奋

发做好自己，而不辜负他们的一番苦心。懂得感恩，就会变得善良，人生

就有了喜悦和目标。

七月开始，是同学们积极备考的季节。我期许大家秉持责任、感恩、

奋发的内涵，订定学习目标，努力学习，考取好成绩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或进入理想的职场，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回馈所有成就你一生的人，

对学校、社会、国家做出贡献。

谢谢。

□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

高三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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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自我燃烧能力的人，
人生也必将走向辉煌

苏进存校长致词

尊敬的董事长拿督李平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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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构董事、理事、各位老师、

各位家长、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同学，早上好！由于大礼堂正在整修，今

年高三成年礼分两个阶段进行，也只能邀请一位家长见证，希望各位家长

见谅，但年底12月23日在大礼堂举行的高三毕业典礼，诚邀各位父母出席

观礼。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为人父母，为人师长见证孩子十八岁的

成年礼，我也借此机会向所有同学的爸爸妈妈及长辈表示祝贺。

古代行冠礼之后，即正式进入成年的年龄，冠礼的意涵即是“内心修

德，外被礼文”，宣示成人，并努力德才兼修。

学校举行成年礼已迈入第十二个年头，此时此刻，我想在场的父母必

然会回想起伴随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出世的那一年，跌跌撞撞的学步，

第一颗乳牙的萌生，第一声父母的称呼，第一天幼儿园入学，小学一年级

第一张成绩册，无不牵动各位父母的心，而今天这些都变成无数美好的片

段，深深刻印在父母的记忆中。

各位同学，在你们18岁的美好时刻，在即将跨入成人行列之时，我有

几句话与你们共勉，衷心献上全天下所有父母师长对你们最真摰的祝福和

希望。希望你们未来路越走越精彩。

我希望：你们都有自我燃烧的能力，就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

战，一定要有激情，让自己燃烧起来，要有活力，凡事往好处想，凡事都

往好处看，你若能让自己燃烧起来，你就能发光发热，你就有很大的价

值，你就是梧桐，凤凰也会来栖息，一个拥有自燃能力的人，无论到哪里

都能发光发亮，都能承担责任，人生也必将走向辉煌。

□ 苏进存校长

高三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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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们拥有自我愈合的能力，人生不如

意或许十之八九，经过磨难之后，自己要有愈合伤

口的能力，遇到困难或伤害，你要学着自己安慰自

己，告诉自己要学会放下，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挫

折，你要鼓励自己，别怕、坚强点、勇敢点，然后

继续努力。

当然，每个人，必须要有自我愈合的能力，因

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迎接更大的挑战，变得更加优

秀，更加卓越。

我希望：你们拥有自律的能力，每天有效率的

做好最重要的事，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保

持高度自律，你不得不承认，高度自律下的人，只

会越来越优秀，越来越有魅力，也会越来越成功。

期勉各位同学人生路上，不忘初衷，克服困

难，须坚定前行。你们要切记。

各位同学，很荣幸见证了你们人生最美好的日

子，请你们感恩父母把你们带到这美丽的世界，

感恩他们无私为你们所做的一切，给父母一个感恩

的拥抱，谢谢他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学习环

境，感念栽培你们的师长和学校，记住并珍惜给予

你们友谊和关心的同窗好友。曾几何时，我们都认

为背着书包到学校上课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2年

的疫情，让我们深刻体会不是每件事都理所当然的

要感恩、要珍惜。

成年的定义并不是年龄的累积，而是在心理上

能自我醒悟，凡事能担当、懂感恩、知奋发，给人

良好的示范榜样，开展生命成熟的新篇章，成年礼

的仪式是一时的，但代表的意义却是一生的，走好

自己人生路，祝福你们，期待多年后，你们都能，

到校与学弟妹分享你们精彩的生命故事，也祝福在

场的各位健康平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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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父母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陈闻喜（高三文商和）

由于朝阳堂正在整修，所以我们

全体高三同学无法一起进行成年礼，

但我还是很感恩，因为我们是疫情

后第一批恢复实体成年礼的学生。毕

竟我一直都认为，成年礼必须是在现场亲身经历才

可以感受到“成年”的氛围。对我而言，成年就意

味着我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了，且需要对自己

的所有决定负责，所以我不可像以前一样冲动，而

是需要在做决定前冷静思考清楚。就像成年礼的主

题“感恩、责任、奋发”一样，我们应该要感恩父

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努力去为未来的人生奋斗。

家书对我的意义与其他同学的会更不一样，因

为我是念家书的代表之一。我认为，家书给了我们

一次机会把十八年来从未说出口的话告诉父母的机

会。此外，我想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不管是幼

儿园老师、小学老师或是中学老师，感谢老师们教

了我那么多知识，让我成了一个知识不那么简陋的

人。最后，我想对朋友们说，大家成年快乐！毕业

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不管天涯海角，希望大家

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一切顺利。

高三成年礼

背负师长与父母期望展翅高飞
吴舒莹（高三文商和）

对于成年礼，我认为整个过程既

严肃又温馨，也让我们高三生确切地

感受到自己已经成年了。“成年”，

简单的两个字却带给我们许多意义。

现在的我们背负着师长和父母的期望展翅高飞，也

希望在日后能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回馈他们。成年

礼从表面来看只是一条红色领带的从无到有，内涵

上都宣示着我们长大了，是时候成为弟弟妹妹的榜

样。“成年”，意味着我们身上背负着更多的责任

和担当。成年的我们必须学会独立和成熟，不再是

爱玩的孩子，也不再是依赖父母的孩子。

经过成年礼后，我不可辜负爸爸妈妈和老师的

细心栽培，毕竟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很多事

情我都要开始自己去承担，不再依靠父母，学习独

立。我也很感谢老师们的细心教导，让我从一个懵

懂无知的小孩直冲到一个并不完美却仍在努力进步

的成人。在成年礼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既紧张又期

待。我相信在念家书的环节，也让无数的家长和高

三生流泪。看着每个父母帮自己的孩子打领带，也

看着孩子向父母敬礼，真是让我热泪盈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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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花絮

高三成年礼

  □ 成年礼得以圆满举行，有赖于台前幕后的高三班导
师、课外活动处同仁和活动司仪等的辛劳付出。

  □ 孩子不哭，爸爸爱你！

  □ 家长阅读孩子写的家书，
倍感欣慰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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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以量主讲

《感恩、责任、奋发》
采访报道 / 邝安琪（初三礼）周篇丰（初二和）

  □ 冯以量硕士

我校辅导处于7月16日（星期六）早上9时，为高三生举办了线上高三成

年礼讲座，共有近600位高三生与老师出席。

讲座会主题为《感恩、责任、奋发》，由冯以量老师主讲。在开始进入

主题之前，冯老师先和高三生进行了简单的互动环节，并提出两个问题：第

一，高三生们此时此刻的体力指数是多少？第二，此时此刻的情绪稳定指数

又是多少呢？藉此，引起同学聆听讲座的动机。

感恩自己心中的善良

在互动环节后，冯老师通过辅导交流的方式把本次的主题——“感恩、

责任、奋发”传达给同学。首先，冯老师问了高三生一个问题：虽然我们没

有期待别人给予或付出任何事物，可是却在我们很无助的时候，总会有他人

的那么一句话、一个拥抱或者一份礼物，可以让你的心情瞬间好起来，大家

是否都有这样的经历？同学们大多都是回答“是”。

由此，冯老师再次提问：“我们必须去爱或感谢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

吗？”针对这个问题，冯老师分享了他的看法，认为他并不感恩这些伤害过

自己的人，倒是感恩这件事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使他受到磨练。他感恩自己

在应对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失去心中的那一份善良。冯老师认为，“感恩”若

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学会感恩别人；若是他人为中心，就反过来学会感恩自

己。至于一些不值得被感恩的人，则要懂得拒绝一切的道德绑架，转而感恩

这些人给自己创造的情景，让自己能在委屈和难堪下逐渐变强大。最后，冯

老师顺势点出主题中的第一个部分“感恩”，并让高三生们开始思考自己心

里最想感恩的人究竟是谁。

高三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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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
黎宣妤（高三文商勇）

通过这次讲座，我学会了身

为一位成年人我们必须负责任、

有担当，所谓“因果”就是作出

任何事情都必须想到后果，避免

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接着，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生活中要学会感恩，

用心对待每一个人、不求回报，自己才会快乐。

关于那位新加坡小男孩的故事，内容尤其励志。

在普通人最为叛逆的14岁，小男孩却为生活所

迫，无法任性的吵闹，还得面对家庭带来的严重

打击。

我认为，他的坚强令人佩服，这也正是我需

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听完讲座后，我了解到能度

过平凡的12年学习旅程，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我曾经认为，上学、读书、学习是每个人都会经

历的事情，可经过今天的讲座后我才明白，不是

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上学的这让我对“学习”有了

新的看法。我希望成年礼讲座能以实体的方式进

行，好让我能真正感受到讲座的氛围。

 

责任应该分工承担
陈芷妤（高三文商和）

我认为，整场讲座让我印象

最为深刻的，是主讲人问我们

在一个家庭里的家务分担（做家

务，教育孩子等等）应该由谁来

负责的环节。一开始，我认为所有事情都应该由

双方共同负责才算是公平的关系，但主讲人的一

番话却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他说，如果所有东

西都由双方同时来承担，那就糟糕了，因为彼此

都没有自己“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这句话点

醒了我，让我明白了不是所有事物都要双方同时

去承担责任，而是应该分工合作。不仅这一点，

主讲人也在讲座中分享许多感人的故事，也是讲

座的精彩环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参加他分

享的讲座。

学习“向死而生”，好好活着

接着，冯老师通过啃老族带入了主题的第二个

部分，“责任”。老师指出，高三生能把“责任

理解成四个方面：共同承担的区域、自己承担的区

域、你承担的区域和共同都承担不到的区域。当我

们步入成年，自身能力会随之变大，但这也意味着

我们的责任也更大。活著最大的责任，莫过于好好

照顾自己，因为这也是孝顺父母、让父母放心的举动。

对于“奋发”的主题，冯老师首先抛出多项提

问：“你想要成为谁？羡慕谁？在完全没有资源的

时候，是如何努力达成目标的？”随后，冯老师分

享了一个十五岁少年的故事。这位少年失去双亲后

在贫穷的社会阶层挣扎，经历了失学的困顿和多次

挫折，冯老师仍是不放弃为他寻求学校接受，最后

才得以入学。他强调，死亡虽是每个人必然要面对

的结局，但死亡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

自己要怎么活着，即使面对再困难的处境，也能继

续生活。最后，他也叮嘱高三生，每个人都配拥有

美好的未来，学习“向死而生”，好好活着。

  □ 冯以量硕士为15岁少年争取到入学的资格，少
年亦在19岁考大马SPM考试当中获得全科A的成绩。

高三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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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苏怡甄（高一文商勇），黄玮珊（初三平）

《认识兴华》 
2023 年初一新生招生说明会

□ 许梅韵副校长

□ 李荣兴副校长

□ 李辉祥主任

□ 刘久进主任

我校于7月9日（星期六）上午9时半，透过ZOOM平台举行了《认识

兴华》初一新生线上招生说明会。这场招生说明会开放给即将报名兴

华中学的新生家长及公众人士参与。

苏进存校长强调，我校教育以“学生为主体”，使教育措施更具

感悟力，并启发学生自我教育与自主发展的特质。此外，“人文科技

相结合”的理念，促使传统优良文化和现代科技新知识融入于我校教

育，进而让学生在未来能从容地应对各方面的挑战。

苏校长提到，我校运用I S O概念的架构和资讯网络平台，

确保行政管理系统有效地建立、运行，并持续改善。我校也确

保校务运作和教育人员的素养符合学校使命与愿景的要求，

以“Plan，Do，Check，Action”循环作为提升校务和教育的有效方

法。他指出，我校以“德、智、体、群、美、劳”六育并重为方针，

将“一切活动都是教育活动”作为学校的管理原则。因此，我校希望

无论在学习与创新、资讯与科技、未来的工作与生活、阅读与思考、

社会与公民、人文艺术与品德等方面，学生皆具备上述的核心素养。

□ 苏进存校长

课程设置与英语教学

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为参与者讲解我校的课程、学习以及评

量办法。她表示，我校高初中以统考课程为主，学生在初中三及高中

三毕业之前，会参加全国初中及高中统一考试。针对我国SPM会考，学

生在升上高中二时，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及语文能力选择是否报考。

许副校长表示，初中生除了学习语文、数学等基础科目外，也能

够通过校定选修课程掌握生活技能、学习创作。高中则根据能力与兴

趣，学生可选读理科或文商科，开始专业科目的学习。此外，学校也

为高中学生提供选修课程，让学生有机会自主探索未来的发展领域。

□ 莫壮燕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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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介绍

了我校英语“教与学”的特色学习环境。

她指出，我校英语教师不仅拥有英文专业

背景的基础，还通过了专业的教师培训课

程。我校从2009年起，根据《欧洲共同

语文参考框架》，拟定教学内容与学习标

准，成为英语课堂主要的学习材料，旨在

让学生拥有“听”“说”“读”“写”四

方面的英语应用能力。

不仅如此，莫副校长也强调，我校依据学生的英语能力分成小班制上课。初一的学生会经

过英语水平测试，并按照能力进行小班分配，以此达致“因材施教”的教学目标，也有利于英

文老师在学生学习第二语文的环境中适当及有效地给予同学们指导和关注。

课外活动与生活教育

课外活动处刘久进主任分享我校课外活动的主要

教育功能与概况。他提到，课外活动是“第一课堂”

的延伸或辅助，以开拓更多价值空间。通过多样化、

生活化和有机的学习体验，让学生们有机会实践所

学、发展所长、加深学习及开拓视野。另外，学生在

课外活动上获得的成功经验也能在他们的学习心理和

成长历程上发挥正面效应。

目前，我校学会共分成学术、艺能、服务、表演

和体育这五大类。刘主任总结道，课外活动是实践全

面发展教育、培养学生兴趣、提供才艺和培养学生全

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途径。他也言及，学生可以透过课

外活动在六育上得到均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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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导处主任李荣兴副校长则重点介绍我

校的生活教育，讲解如何培养学生养成良好

的学习与生活习惯。训导处通过班级经营的

配合、辅导课程的建构和课堂正确价值观的

建立，强调学生的自觉、自学和自律。李副

校长提到，只有在习惯养成的过程中，学生

才能逐步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

此外，训导处以各年级中心德育价值作为推展德育教育的主轴，并从初一至高三各年级分配

一个中心德育，分别为礼仪、诚信、立志、奋发、责任、感恩。借此开展各年级级联活动及论

坛，以便让德育得以融入生活的各方各面。李副校长强调，我校积极推动领导力教育、推出生命

指南针，用以引领学生培养PDCA概念，让全体师生在学习、生活、教学、课外活动的管理中不断

自我提升。

自2018年起，我校也走向“校园零垃圾”的目标，以减少垃圾和进行资源分类，并从中养成

学生的社会公民责任。李副校长指出，为了让学生体会生命意义，我校也鼓励学生进行计划性服

务和自发性服务。同时，每学期实施的《学生在家表现评量》，让家长有机会对孩子进行教育及

沟通，让学生从中成长。

毕业生升学概况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提到，我校采用的学制为6年制，且高中统考文凭等同于大学

先修班资格，故高三毕业生可直接升读大学。我校统计显示，2020年兴华学生前往就读的大学遍

布全球，证实了统考文凭受到世界各大学认可和接受。此外，统考文凭还可以申请国内外的奖助

学金或贷学金，也能申请师训以成为我国华小教师。

活动结束前，苏校长对线上的家长说道：“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都有不同的成长

特质和着力点。学校不论在辅导处或各方面都会给予孩子各方面的协助，希望更充实的、好的度

过中学教育阶段，希望大家对兴华的教育及有更充分的了解，并深具信心。”

□ 2020年毕业生各国升学统计。□ 2020年毕业生升学与就业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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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级联论坛——《立志与抉择》
采访报道 / 叶颖蒽、张愷航（初三廉）

 □ 林雨辛同学  □ 廖纷娜同学  □ 许智翔同学  □ 洪芷汀校友  □ 陈苡靖校友  □朱紫宁校友

7月26日（星期二）下午2时，初三级联学生自治

会于大讲堂举办了《立志与抉择》的级联论坛。主讲

人为林雨辛同学（高三文商勇）、廖纷娜同学（高三

文商平）、许智翔同学（高三理忠），以及2021高三

毕业生洪芷汀、陈苡靖与朱紫宁学姐。

论坛前半场由高三生分享，雨辛同学向初三生们

介绍了文商科所学的科目，分别为四大主科华文、国

文、英文、数学（普数、高数）及高一、高二必修的

商业、历史、地理、簿记，副科则为美术、社科及电

脑。智翔同学则介绍了理科的科目，即四大主科：华

文、国文、英文、数学（高数一、高数二），以及物

理、化学和生物。之后，纷娜同学分享自己心中“统

考”的意义，并表示初中统考是高中统考的前身。她

认为同学们能够利用初中统考作为高中统考的练习，

也可以借统考认清自己实力。

备考经验分享

雨辛同学分享的第一步备考方法为“三摆

脱”——摆脱“拖延症、手机瘾、假努力”。第一，

摆脱拖延症，尽快完成当天所需完成的事物，才有进

行备考的时间；第二，摆脱手机瘾，避免无时无刻看

手机，才能提高专注力；第三，摆脱假努力，不要盲

目地“读”，不要临时抱佛脚地“读”。下一步则是

定下短期与长期目标，如“测验进步5分”的短期目

标及“统考全A”的长期目标。当定完目标后，应了

解自己的学习作息，找到最适合自己学习的时间，效

率会更高。最后则是适当地给予自己鼓励，以及适当

放松。

纷娜同学认为，备考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勤做

试题集，以了解统考的出题方式及得分技巧。另

外，她提醒初三生们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因为三

年间所学的知识点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被有效

吸收的。最后，她建议初三生可以设想一个放松计

划，比如她自己曾计划在统考结束后和朋友旅行。

这样便能够幻想考试后的放松生活，达到先努力备

考的状态。她也借“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

难多”一句激励同学们，只要从现在开始找到适合

自己的备考方法，他们绝对可以在统考中取得优秀

成绩。

智翔同学则认为，同学们应该把目标设定得比

自己的现状更高一些，旨在让自己积少成多、慢慢

进步，如此方可有效进步。他也提出，同学们应该

从测验中的错误学习，也可以从中为统考做准备。

他也提醒初三生们好好利用零碎时间，即使是5分

钟也可以争取做几题统考试题。他也建议道，如果

同学们没有办法自律，也可以借助他律让自己自

律，像是和朋友备考。最后，智翔同学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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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缺薪柴，我们缺的是点燃的那把火。”

借此，他推荐同学善用学校及网络上的学习资

源，鼓励大家不要把问题收在心里，而是可以

尝试向身边的朋友请教及学习。

苡靖学姐建议，应把实体课的作用最大

化，比如和老师面对面解题、和同学讨论作

业，以达到最佳学习效果。紫宁学姐则强调了

时间管理和备考计划的重要性，制定每一天的

学习计划，再一点一点地去完成。最后，芷汀

学姐则认为历年考题是考试前的必备，但她提

醒同学要有效地做，不要盲目“刷题”，而是

要理解，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应尝试完成之后再

对照答案。

□ 初三级联论坛由3位高三生及3位校友轮流分享。

选科经验分享

刚毕业的学姐们也为初三生打破了一些选科固有的迷思，比如不一定是成绩好的同学就会选理科，成绩

差的同学就会选文商科。苡靖学姐提到，选科最主要的准则还是自己的兴趣及能力，要是自己的能力尚未达

到选科标准，就努力达标，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选择权的人。她提醒道，无论文、理、商科都有学习上的难

点，同学们不妨先沉淀自己，认真思考自己所兴趣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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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三生们升上高中后，不同科系

遇到的难题也有所不同。芷汀学姐表

示，理科的难点主要就是科学一分为三

（生物、物理及化学）以及高级数学，

知识点增加之余，难度也大大提升，所

以同学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基础知识。商

科则分为文商和纯商，文商主要科目是

簿记、商业、历史及地理，而纯商主要

的学习科目则是经济学。紫宁学姐分享

道，前者的学习方式主要是掌握科目的

重点概念和常识；后者的学习主要靠逻辑

思维和概念，多以图表和图解的方式作

答，所以注重细节才能让概念根深蒂固。

芷汀学姐建议，如果同学们对选科

毫无头绪，那就先定下一个目标，从小

目标开始产生学习动力，先为眼前的事

努力。她鼓励同学们去接触不一样的事

物，从而发掘其他兴趣，思考自己未来

的目标，力求做出不后悔的选择。未来

规划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她建议大家尝

试选择自己成绩较好的科系，让学习兴

趣增加，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因成绩

问题而产生的灰心和沮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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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选科的决定少不了来自家人、朋友、师

长所提供的的一些意见。苡靖学姐提醒，同学们需

要牢记身边长辈的意见仅仅是参考，千万不要因为

旁人的建议就盲目下定论。在选科的时候，同学们

必须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确

定之后才去做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随后，智翔同学提到，自己认为选科最重要的是依照能力和兴趣，但兴趣应占大部分。他以“选你所

爱，爱你所选”一句，告诉初三生们不要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压力。雨辛同学则强调，同学们应该知道自己要

什么，确认好方向及目标后就不要浪费时间作出错误的决定。纷娜同学分享了自己从理科转文商的经历，因

为在网课期间发现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不成正比之后，她也及时止损，才会选择转进文商科。

最后，学长姐们也为初三生打破了一

个固有的迷思——“高一是蜜月期”。其

实，高一并不是可以轻松玩乐、对学业不

管不顾的时期，恰恰相反，高一是高中生

涯的基础。好比一座常年屹立的高楼大厦

能承受风吹雨打且不倒塌的根本原因，就

是因为它拥有稳固的地基。他们叮嘱道，

如果同学在高一把基础打好，那就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高二和高三的学习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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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自己的选科志向
颜文芯（初三廉）

以前的我完全不了解理科班和文商班所学的科目，在学长学姐的讲解后我才

理解到原来文商班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其实理科班和文商班的难易度是

差不多的，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的兴趣。对科学及数学较有兴趣的我，早在初三级联论坛之

前便决定高中要选读理科班。经过学长姐和校友们的分享后，坚定了自己的选科方向。

另外，我最喜欢备考分享环节，因为对于即将面对统考预试、毕业考、初中统考的我们而

言，这个环节会比较有“亲切感”。我已经开始为即将来临的预考判订备考计划了，但我还是觉

得很迷茫，常常不知道要复习什么，更不懂得要怎么复习。听了学长姐的分享后，我学习到了

一些备考方法，对即将到来的统考预试变得更加有信心。学长姐分享的备考方法都十分实用且实

际，执行起来不会很困难。举个例子，一位学长分享过“善用零碎时间”这个观点，就算是10分

钟也可以解几题历届考题，这让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且很实用。毕竟相信很多同学都和我一样，

经常都会让这些时间白白流逝。有两句学长姐分享的话也让我备受激励——“只要思想不滑坡，

方法总比困难多”、“不要在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这两句短语含着满满的正能量，让我有

了继续努力的动力。

在兴趣和能力之间斟酌
陈宇瑶（初三忠）

我觉得这次的初三级联论坛对我很有帮助，无论是备考方法或是选科方向，

对我来说都很新颖。学长姐们的经历分享是我最喜欢的环节，因为他们都是活生

生的例子，这对我来说印象会较为深刻，也能让我从中学习，避免自己走错他们

曾后悔的路。学长向我们分享的一个语录也让我有所感悟，“选你所爱，爱你所

选”，虽然只有短短几字，但也确实激励了我，让我更坚定地认为我应该慎重选择自己未来的方向。

在此之前，我曾有想选进理科的想法，但也总是因为感觉不清楚自己想要的、喜爱的究竟是

什么，所以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在听完了学长姐和校友们的分享后，我开始产生了纠结。我发现

自己其实对理科没有兴趣，只是相较于文商科略胜一筹，所以往后在选科时，我也会在兴趣和能

力之间斟酌，并做出最适合我的决定。

此外，学长姐也向我们分享了众多的备考方法。其中，对我最有效的备考方法是“摆脱假努

力”，我真的很赞同这个观点。我们也应该适当地放松自己，避免没日没夜地学习，进而影响了

自己的健康。初中统考预试近在咫尺，但我还没开始备考，虽然布告栏上的“距离考试”倒数天

数越来越小，但我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没开始进行备考。除了因为放学回家完成作业后就没有多

余的备考时间以外，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自己还处于放松状态，也因此对考试缺乏信心。经过这次

的备考讲座，我开始尝试参考学姐的方法进行备考，比如说整理属于自己的笔记之类的方法。如

果校方在日后还有举办类似课题的分享会，我必定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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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外宾演讲：《责任》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与杜韩念律师谈责任与自由

采访报道 / 甘于卿（高二理仁）、郭谚嗪（高二文商平）

  □ 杜韩念律师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引自经典电影

《蜘蛛侠》的台词，而这句话所表达的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为了

引导高二级同学深入探讨与责任相关的课题内容，我校辅导处及训导处于7月

12日（星期二）下午2时，举办以《责任》为题的外宾演讲，特邀毕业于英国

卡迪夫大学的杜韩念律师主讲。

此次的演讲采用了和往年不同的形式，即以访谈式的交流进行。来自高二

理忠的吕缋诗同学及高二理孝的江宇民同学担任采访者，与杜律师进行访谈。

 □ 吕缋诗同学（右）及江宇民同学（中）担任采访者，与杜韩念律师律师
进行访谈。

□ 讲演结束前拍摄大合照。左起为辅导处谢广婷主任、杜韩念律师、刘兼阀老师、江宇民同
学、吕缋诗同学及徐凯莉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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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自由的关系

杜律师提到，责任主要化分为三个层面——法

律责任、社会责任及道德责任。法律是三者中最为

基础且门槛较低的责任，例如：成年人有责任缴

税、社会大众有责任不去伤害身边的人等等。其次

是社会责任，定义是社会赋予一个人的责任，它并

没有既定的条文，例如：学生应勤劳读书、守纪律

等。最后则是道德责任，包括父母与孩子之间、兄

弟姐妹之间以及同学之间人际上的责任等。

他说，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是充满变数的，它

们会随着时代改变而改变。杜律师以自己来到兴

华中学演讲为例子，解释自己来到学校演讲并不是

法律赋予的责任，因为法律没有规定他一定要为演

讲内容准备充足，也没有规定必须要让所有学生受

益，但这些其实是社会和道德赋予的责任。

此外，杜律师说道，当一个人有选择，就有自

由，而选择越多，则自由越多。杜律师举例，自由

的人可以选择去任何地方，但囚犯的活动地点只有

在监狱里，所以囚犯的选择甚少，乃至没有自由。

自由受责任所束缚

杜律师表示，责任与自由是相互存在冲突的，

例如一位事业有成、有家庭的上班族可以选择是否

要去工作，因为这是他的自由，但这位上班族真正

的责任其实是去工作。他以自己为例说，他可以选

择不去工作而去旅游，但是却受到社会与道德责任

所束缚，他的员工及客户对他有所期盼，他的家人

也需要依靠他养家糊口。总的来说，即便是有自由

做任何事情，也会受到责任所束缚。

接着，杜律师也在讲座中分享了自己写书的经

历。起初，杜律师只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的一

些日常，而逐渐受到大众点赞的鼓舞，随着时间的

推移，他所发表的内容也可以影响他人。他坦言，

一开始他只是默默无闻的网络创作者，可以畅所欲

言，因为观看人数并不多，不具太大的影响力。

如今他所发表的内容越来越多人观看，影响力越来

越大，他已经不能像最初那样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

由，这便是杜律师的责任，也对应了“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这句话，体现了社会大众对他有所期盼。

  □ 高二级联组长刘兼阀老师代表高二全体师生献上果篮和画像给杜韩念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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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自由相辅而成
江宇民（高二理孝、采访者）

第一次担任采访者，我觉得是一个很棒且独特的体验，受益最多的是在

临场发挥的能力上有所提升。我们在筹备的过程中，也预想了很多可能会发

生的意外情况，但现场的变数永远是意想不到的，所以随机应变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与其

说“责任与自由是互相冲突”，我更认同两者是相辅而成的存在。既然我选择负上责任，

那就是我的选择，也算是自由的一种表现。

身为摄影学会的主席，我对学会的态度就以“尽力”二字概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

都会尽力而为，只要无愧于学会，无愧于自己就足矣。我认为我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需要

承担所有责任，每个决定所带来的影响及后果，其实都属于我的责任范围。

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的一举一动对这个社会及世界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当我们的

影响力变大之后，所需负上的责任就更大，因此，我们应该时刻切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另外，我认同杜律师在讲座中所分享的一切，其中我觉得我最认可的是关于道德责任的衡

量标准。法律责任的标准是宪法，而道德责任的圭臬是人心。这是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常

常被道德所限制，常常将道德责任附加于他人，因此我特别认可杜律师的这番话。“无论

我们如何做选择，都没有对与错，而是我们能否承担此决定带来的后果”，杜律师的这句

话引人深思，也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自由的代价很大
郑诘宏（高二文商廉）

这次的外宾演讲以新颖的访谈形式进行，相较于之前正式的讲座更具有

互动性，让学生能够与外宾交流，勇于提出自己的疑惑，因此讲座中的每一

刻都非常的吸引我。讲座中我对杜律师说过的一句话感到印象很深刻：“你有自由，不代

表你可以承担后果。”如果我们选择了自由，却无法承担自由带来的后果，这便是不负责

任。另外，对于杜律师告诉我们“YOLO”（you only live once）这句话，我想人这一生

应该趁活着把想做的事情都实现，前提是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而这不是选择自由而不

承担后果的借口。

身为田径校队的一员，我在校队中所需承担的责任就是准时进行练习，并且要认真对

待训练的内容，不能有丝毫懈怠，还要求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更进步。若我选择自由对待而

不负责任，所需承担的后果代价很大，还可能会面临没有机会再成为校队一员的情况。本

次的讲座让我获益匪浅，我不仅了解到了“责任”的真正定义，而且通过同学和老师的问

答环节也更加理解到了责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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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负责
邱芷冰（高二理仁）

在听讲座之前，我认为“责任”是拥有一种身份而要去承担的事情，比

如学生尽自己的责任努力学习；而“自由”是做任何事情不被其他人事物

所限制，比如言论自由或不受法律条规下做任何想做的事。但是，即使有自由，我也不会

去做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我很认同杜律师所说的话，印象最深刻的是“能力越大，责任越

大”。因为我自己也是学会的执委，有了不一样的身份，所承担的责任就越大。因为我的

言行举止，可能都会影响到他人，因此也常常需要自我检视。

听了讲座后，我也获益良多，尤其是有关责任的课题。我这才知道责任可以细分成许

多种，通过杜律师举的例子，我也更加了解日常生活中的责任、社会所赋予的责任等。而

我身为一名高二生，我也应该对我的未来负责，现在所做的选择，可能都会影响将来的一

生。因此我现在应该负起学生该有的责任，避免将来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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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2.0

《妄想反复来袭 ......
在虚幻与现实中拔河》

采访报道 / 谢依恩（初三爱）、洪巧恩（初三廉）

辅导处和家教协会联办的“拥抱生命系列讲座2.0”之《妄想反复来

袭.....在虚幻与现实中拔河》，在7月26日晚上8时于线上Zoom平台，邀请

来自马来亚大学精神医学专科副教授兼荷兰乌德支大学医学博士——黄章元

医生主讲。

首先，黄医生介绍了“思觉失调”的定义，解释所谓的“思觉”是指思

考能力和知觉能力；“失调”则是指脑部的化学传导物系统失去平衡。整体

来说，思觉失调是指精神生活和现实世界之间有了脱节，并伴有慢性、反复

的精神症状以及脑部思考和感觉功能不和谐的症状。

  □ 黄章元医生

思觉失调可分为两大类：

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前者的

症状有幻觉、妄想、混乱性言

语以及行为；后者则是情感表

达能力减退、人际关系退缩，

以及更多时间自己独处等症

状。黄医生也表示，若发现身

边的朋友疑有以上症状，并不

鼓励直接反驳他们，而是应该

进行侧面沟通、引导他们去接

受检查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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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很多“思觉失调”
相关知识
朱奕璇（高一理爱）

我会参加此次活动是因为我选修

了心理学，而参加此次活动算是我们的课业之一，

所以我便选择了这场我较感兴趣的讲座。在这场讲

座中我还是学到了很多，比如妄想症还有另个名

称——思觉失调。我也对提问环节有深刻印象，一

位女士分享了她姐姐的病例，而我也认识到随意断

药的严重性，而且所有医疗上的专业问题都还是要

依照医生叮嘱，以避免病情恶化。

懂得如何分辨与
帮助思觉失调者
陈妍妡（初三廉）

我之所以参加此次活动，是因

为自己原本就对心理学感兴趣，在此之前也偶尔会

在Youtube平台看一些这方面的影片，并主动去探

讨心理学的知识。一开始我觉得“妄想”是一种病

症，患者会妄想其他人试图想伤害自己，也会很抗

拒别人接近自己。但是，在讲座里知道一些思觉失

调的案例后，我学会如何分辨一个人是否患有思觉

失调，以及如何帮助思觉失调患者。

讲座结束前，听众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与黄医生一同交流。其中，一位听众分享祖父的病例，并向黄

医生提出疑问。黄医生答道，老人家如果出现幻觉并不一定是思觉失调，可能是患上了失智症或者脑部创

伤，因此要进行多轮的检查才能准确诊断是否患上思觉失调。思觉失调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只有正确的认

知，才能帮助自己或身边的人及早进行积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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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会外宾演讲
《地球是银河系中唯一的智慧文明世界吗？》 

报道 / 宋进安老师

  □ 房敬贤先生

7月21日（星期四）下午2时，天文学会于我校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举办

了一场题为《地球是银河系中唯一的智慧文明世界吗？》的外宾演讲，由寻

星天文学会会长房敬贤先生作为主讲人。

房先生指出，古代人类普遍存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所处之空间，并非

唯一之世界，人类也不是这世界中唯一有智慧的生物。这样的观念与想象，

不仅表现于某些民族或宗教中的神话记载、壁画中，也逐渐影响了后世的人类。

房先生说道，从中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与天文学家的不断探索，直至20

世纪初民间与科学界对火星生物文明的丰富想象与探索欲望，说明了纵使科

学在持续发展，都丝毫没有减弱人们对外太空文明的探求欲。这反而让他们

越发相信：外太空应该存在着一些在天文条件、地理结构、智慧文明与生物

物种上足以媲比地球的星体。

 □ 天文学会邀请寻星天文学会会长房敬贤先生（中）主讲《地球是银河系
中唯一的智慧文明世界吗？》右为天文学会负责老师陆勇志老师。

为何我们至今尚未遇到外星文明？

房先生也提到一些重要的天文学家及其重要理论，如最早发现天王星，提出“恒星进化”理论的天

文学家——威廉‧赫雪尔（William Herschel，1738-1822），还有美籍意大利裔科学家恩里科‧费米

（Enrico Fermi，1901-1954）所提出的“费米悖论”（Fermi paradox）。虽然两者之间的理论内容不

尽相似，但皆指向一核心问题，即：“大家（外星生物与文明）在哪里？（Where is everyone？）” 由

科学兴起至近现代的轨迹看来，西方文明对天文的观测兴趣与成果正随着科学的进步逐渐提升。

接着，房先生向同学们说明国家开始研究天体时应当依循的六大步骤：通过双眼作远距离观测、发

射火箭飞越观测对象以蒐集观测数据、发射飞船进入观测对象之轨道作长期观察、向观测对象发射登

陆探索器作进一步探索、以探索车研究观测对象的地质、派人过去作具体探测。至此，即可将该天体“

殖民化”，打造可资长期驻扎之基地。如今，人类虽得以踏足太阳系，但并未在其中发现文明生物的存

在，在更大的银河系又是否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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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电天文学与太空探索

房先生指出，由于人类矢志探索外太空

智慧文明的用心始终坚定，科学的发展亦持

续进步，天文学家也在不断提出新的理论与

方法去回应这个需求，其中一项就是透过“

波段”与“电磁波”来探索外太空的“射电

天文学”。

他 提 到 ， 1 9 5 9 年 ， 美 国 的 一 位

科 学 家 菲 立 普 ‧ 莫 里 森 （ P h i l i p 

Morrison，1905-2005）与意大利科学家朱塞

佩‧科克尼（Giuseppe Cocconi，1914-2008

）建议以无线电的特定频率去接收一些电

波，尝试从中找出其他智慧文明生物之相

关讯息，这就是“射电天文学”中著名

的“1420 Megahertz”波段。

除此，房先生也提到了美国的“SETI计

划”，亦即“搜索地外文明计划（Search 

for Extra 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SETI计划”致力于使用射电望远镜等

先进设备接收宇宙中的电磁波，透过探测接

收外太空的“声音”，包括背景辐射、星

体发出的电波以及其他杂音，侦察分析有规

律且强力的信号，希望借此发现外星文明，

但一直没有具体成果。“SETI计划”为了

筹措资金以确保永续运作与研究经费，美国

天文学家法兰克·德雷克（Frank Donald 

Drake，1930至今）在1961年提出了“德雷克方程式”

（The Drake Equation），用以计算“在银河系內可

以和我们接触的外星智慧文明数量”。

德雷克方程式的启示

房先生指出，“德雷克方程式”的真正意义在于

确定计算中的所有因素，其具体公式如下：

N = R∗ × f
p
 × n

e
 × f

l
 × f

i
 × f

c
 × L

房先生给同学们讲解了各项系数之定义与科学家

的演算成果：N代表银河系中通讯文明的数量；R∗代
表银河系中新恒星的形成率；fp代表那些有行星围绕

的恒星的比例；ne代表每个行星系统中可能发展出生

命的行星数量，科学家主要以地球为模型，模拟出三

个参数作为独立因素进行演算，即ne=ne1（正确的化

学）×ne2（足够长的时间让生命进化）×ne3（有合

适的温度成液态水或宜居带）；fl代表具有生命能力

的行星而生命有进化的比例；fi代表那些生命体进化

成智慧生命的比例；fc 代表那些选择尝试与其他文明

交流的智慧生命的比例；L代表智慧生命仍在发出可探

测信号的时间长度。 

根据“德雷克方程式”的演算，N可能有两个答

案—— 少于1或3964，但“SETI计划”至今却未真正

侦察或接触到任何外星智慧文明。房先生提出了五个

科学家的猜想：一、宇宙中“大过滤器”的机制将

整个星球的生物给消灭殆尽；二、小行星对天体的撞

击，将其中的文明完全灭绝；三、银河系中恒星的“

超新星”（super nova）现象所放射的“伽玛射线”

（Gamma Ray）瞬间毁灭万物；四、外星文明可能也会

因为没有保养好自身所处之星球、发生战争与遭病毒

肆虐而导致文明的毁灭；五、外星智慧文明的存在时

间与地球的人类文明没有重叠。

最后，房先生以“德雷克方程式”的数据提出自

己的见解，来回应原初的核心问题：“地球是银河系

中唯一的智慧文明世界吗？”他指出，人类文明只是

银河系中其中一个文明世界。

  □ 美国天文学家法兰克·德雷克，
提出“德雷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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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中学天文学会夜间观星
采访报道 / 洪振益（天文学会副主席）

历经两年余的疫情，我校天文学会于7月09日

及10日（星期六、日）两天晚上7时半进行夜间观

星活动，旨在让我校天文学会会员对天文观测有更

深一层的认识，并学会使用望远镜、电脑等相关软

件和仪器。

陈伟伦老师与陆勇志老师的细心指导，激发了

天文学会会员对于天文观测的兴趣，同时提高了天

文学习的体验性。天文学会主席股与技术股事先到

我校天文台进行准备，把望远镜与零件准备好，并

启动圆顶内的MEADE LX200 GPS望远镜。

□ 陈伟伦老师一边操作着电脑，一边为天文学会的会员讲解天文知识，还介绍了圆顶内装着一台拥有16寸
物镜的MEADE LX200 GPS望远镜及其他设备的操作原理。

活动开始后，技术股便在天文广场架设两支望远镜，给天文学会会员上了一段生动有趣的课程。通过示

范使用Vixen A80MF和Orion望远镜，技术股向会员们讲解了望远镜的操作原理以及方法，并让会员亲身体验

使用望远镜。期间，会员也拿出手机，把自己使用望远镜追踪对焦到的天体（如月亮）拍摄下来。

圆顶内装着一台拥有16寸物镜的MEADE LX200 GPS望远镜，比起天文广场上的望远镜拥有更高的放大倍

率。陈伟伦老师一边操作着电脑，一边为天文学会会员讲解天文知识，还介绍了圆顶内所有设备及其操作原

理。例如，圆顶内使用红灯的原因、月球表面的坑洞、望远镜的图像合成等。另外，一旁的陈谚佑老师也会

不时补充一些物理的知识。

当晚，天文学会会员也坐在草席上与老师谈天说地，推进师生的距离。陆老师带着天文学会会员躺在草

席上，欣赏当晚皎洁的盈凸月，并讲解有趣的天文知识。

结束前，大家不忘与老师拍大合照。为期两个晚上的夜间观星圆满结束，会员都相当满意，大呼值得。

希望往后还有更多机会到校进行夜间观测活动。

□ 我们躺在草席上一起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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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已久的活动
郑宇哲（高二理孝）

由于疫情原因，天文学会已经很久没有类似活动了，这项活动我期盼已久，意义

非凡，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很高兴能够和学会新生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而我在教

导会员使用望远镜时也温故知新学到更多技巧。虽然当天天气不是很理想，但还是收获满满。希望之

后可以有更多机会上天文台观测。

首次观星体验
廖欣盈（初一忠）

 对于这次的观星活动，我是抱持着非常兴奋的心情来参加，因为我从小到大都

没有真正观测过星星，所以我很期待会在活动中看到一些从未见过的景观。可惜从观

星活动开始至结束，都没有看到任何星星，因为它们都被云遮住了。幸运的是，即使没有观测到星

星，我还是有幸观测了月亮，也看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望远镜，更学到了许多天文知识。另外，活动

期间我也积极地与会员聊天，成功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学到运用天文望远镜的方法
陈军昊（初一孝）

对于上个星期的夜间观星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我天文学会正副主席部分

学会会员一起参加了这项活动。期间，我学到了许多关于天文望远镜的运用和操作方

法，也拍到许多漂亮的星星和月亮照片。此外，我也学到了关于天文望远镜的一些小细节，例如要

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星时，不能有大幅度或是快速的移动，而是要用天文望远镜里面的一些小功能

来移动。我希望我以后可以再参加类似的活动，也希望我以后可以跟大家更亲近一点。

□ 为期两个晚上的夜间观星圆满结束后，会员们都相
当满意，大呼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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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半日营——《复 YUAN》
体验疫情的校园活动，共创初三生的集体回忆

采访报道 / 杨育梅（初三勇）、林俞辰（初三孝）

过去两年的疫情中，2020学年的初一生只有三个月的校

园生活，2021学年升上初二后，更只有短短九天的实体课，

初中三年的生涯，难道就硬生生错过了两年的校园时光吗？

为了让初三生体验因疫情而暂停的校园活动，初三级自治

会分别在6月25日及7月2日举办了四场初三半日营——《復

YUAN》。

此次的半日营背景取自《復YUAN》中“YUAN”的谐

音——“缘”分、团“圆”及复“原”。初三半日营图标的

设计取自“圆”，意味着把圆与时间紧紧相扣。图标本身是

一架时光机，代表要回到因疫情而流失的时光，因此齿轮和

指针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时光机上的每块拼图碎片

都对应着一个2020年的校园生活。其中悬浮的三块拼图，不

仅只是此次活动的三大核心，亦是由于疫情而错过的活动，

例如初一创课、校史馆参观，还有校园的点点滴滴。

復元：蓄势待发——烹饪体验
同样的美食遇到不同的人，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进入烹饪体验活动，参与者需要烹饪的美食为椰丝球

（Onde-onde）及墨西哥卷饼（Taco）。首先，由烹饪学会的会员为参与者讲解美食的制作过程以及注意事

项。随后，在美妙音乐的伴随下，参与者便按照所示步骤进行分组制作美食。现场也有老师、圣约翰救伤队

队员、带班筹委以及烹饪学会会员时时留意以维护学生们的安全，并随时给予帮助。

参与者都大展身手，做出了一道道具有自身特色的美食。另外，他们也以各式各样的摆盘吸引众多人的

眼光。在完成烹饪并清理干净场地后，美食品鉴官就为各组的美食进行评分，最后同学们便在小食堂用餐。

这场活动体现出了初三生的动手能力、合作能力以及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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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缘：寻找兴华的时光——校园打卡
走入校园各处，解锁不一样的兴华中学，校园打卡相信是同学们

期待已久的环节。游戏开始前，每一队都会获得一张任务卡。队员们

需在限定时间内前往指定地点打卡，做出指定动作并使用手机拍摄，

如：在学校最美的壁画旁指着它。每一队都会由一位童军进行协助及

维护队员安全，过程中也有圣约翰救伤队队员及老师进行巡视，以确

保活动有序地进行，避免在娱乐中造成不必要的受伤。完成打卡后，

初三生回到主会场进行打卡照片的讲解。

復原：回到初衷——校史探秘
经历了两年的网课，身为兴华人的初三生似乎还

未对兴华中学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为了让初三生们

了解兴华中学从创校至今各方面的演变，自治会特地

举办了“校史探秘”活动。校史探秘是由校史馆学会

的会员们进行导览及讲解。导览内容包括科普校史、

校舍的演变、校徽及校服的演变、校歌及校训、钤记

的展示、办校大人物——历届家教协会主席及校长、

管乐团及醒狮团，还有各学会的介绍。在进行导览的

同时，每一组也需回答几道问答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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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初三生彼此的集体记忆
陈坤祝老师（初三级级联组长）

还记得在今年学期初，疫情趋缓后，全校学生返校上实体课，初三班导师召开会议以筹办

2022年初三级联活动。会议上老师们讨论到，今年初三生在历经了接近两年的行动管制令的居

家学习后，同班同学彼此很陌生，少了集体的回忆。老师有感学生急需活动来营造彼此的初中记忆。

半日营的主题“復YUAN”取自復原的谐音，三大主题活动设计理念：

1.復原（回到初衷）：让学生了解建校过程的艰辛与办学理念的坚持，传承先辈们办校的精神，饮水思

源，并且达致体悟“兴我华胄，惟吾学童”的使命。

2. 復缘（寻找兴华的时光）：让学生进行情感的交流，重启对校园的那一份归属感。

3.復元（蓄势待发）：透过烹饪比赛增强同学之间的向心力及情谊，提升学生对生活技能的重视，并且

弥补初一时因MCO无法上烹饪课之遗憾。

两天的半日营动员非常多的人力，其中庄惠善老师、林坤贤老师、黄晓云老师、林蓁巸老师、曾诗惠老

师、吴佩芬老师、黄世基老师、初三级班导师、各班的级联代表、童军、烹饪学会的热心同学、校史馆服务

团是本次幕后大功臣。因为有他们的付出，才能让六百多位的初三生拥有不错的集体回忆。

 

导览完毕后，大家有序来到墨艺轩，地上摆放着一张长约3米的布。每一组需依照指定题目在相应的布块

内进行绘画。绘画完毕后，每一队需派出一位代表进行讲解，并由评委进行评分。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负

责老师也为同学拍摄了数张照片，以记录下他们积极创作的每一刻。最后，老师也为得分最高的三组同学颁

发了“最佳组别”奖品。

□ 初三生在一张长约3米的布上进行绘画，随后派出一位代表进行讲解，并由评委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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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学共创更多美好回忆

叶航亦（初三智，半日营摄影）

我们经历了两年的网课，虽然今年恢复了实体课，不过实体活动并不多。《復YUAN》给我

的感觉是复兴回忆，这个活动恰好让我们跟同学团聚，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觉得这次的活

动很有意义，“復原”是参观校史馆，让学生了解学校的历史；“復缘”是根据新颖的题目到学校平时不常

去的各个角落拍照，就如教学楼十楼的天文台；“復元”则是另一种特别的体验，因为大家都不曾烹饪，这

次难得让大家尝试烹饪，同时也能考验同学之间团队合作精神。

我是活动的筹委之一，开场舞蹈我们排练了无数次，而且都是一对一教学。另外，我在校史馆值勤的时

候，发现同学们都认真聆听，我也获益良多。当我身为参与者的时候，也沉浸在活动当中。我期待以后有像

《復YUAN》的活动，与同学共创更多美好回忆。

实现了走遍学校的梦想
廖嘉棋（初三孝，营员）

我最喜欢半日营的烹饪活动，活动之前我以为自己的厨艺不如他人，没想到老师说我是下

厨的好苗子，让我对烹饪有了前所未有的执著。当然，我也喜欢“復缘”，因为它让我对学校

各区域有更深入的认识，也通过这次活动走遍全校。级联跳舞人声鼎沸，整体气氛很好，即使

在颁奖的阶段没有获奖的班级也被给予热烈的掌声。最后，我希望接下来的初三生涯能有些拍摄和户外写生

的活动，弥补这两年因疫情错过的时光。

筹备中的酸甜苦辣是最美好的回忆
麦嘉倩（初三平，半日营活策）

我们从三个月前开始筹备这个活动；过程中的确有遇到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

们构思好了两场游戏，但因为不能遵守防疫要求而要求更换。另外，活动的筹备过程中我们面

临第一次的实体期末考，大家都很忙、很焦虑，不过自治会的老师们提供我们很多帮助，最后

才能顺利完成这场活动。

关于舞蹈部分，我们尝试利用独特的筹委介绍来带动气氛。我其实不擅长舞蹈，刚开始练习时真的很辛

苦，之后还要教导其他级联代表，只好一边教一边摸索。第一场半日营后，我们还邀请了校史馆和童军团的

工作人员一起加入第二场舞蹈环节。虽然我因确诊错过了活动，不过看到老师发过来的舞蹈影片，还是非常

有感触的。

在这些活动内，我最想体验的是烹饪，毕竟这是我们初一、初二错过的一场活动，而且可以体验这种在

校园里很少接触到的活动，肯定会特别兴奋，这也是我们会构思这场活动的原因。

这次半日营的确收获很多，首先就是沟通和表达能力，因为需要学习与各股或其他学会的负责同学或老

师交涉。此外，还有各种小技能获得提升，比如拍照、剪辑、快速处理幻灯片、主持、处理音响设备等。同

时，我也收获了一群好搭档。这是我们加入级联后的第一个任务，也是在讨论策划过程中慢慢变得熟络，还

可以认识不同学会团体的同学。

《復YUAN》整体活动虽然结束了，但在筹备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还有看着这场半日营圆满结束时的感

动，都是最美好且永远停留的回忆。



34 校园动态

ELC Reading Club#7 -  
The Witches

Combining Intellectual and Fun Elements 
through Extensive Reading

 Reported by ELC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held the seventh reading club online 
on 22 July 2022. As usual, this event was sponsored by the Tan Sri Yeoh 
Tiong Lay & Puan Sri Tan Kai Yong Aided ELC Teachers & Students 
Training Charitable Fund. It is conducted based on a storybook from 
the Roald Dahl’s series - The Witches.

The book,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83, won The New York 
Times Outstanding Books Award, The Federation of Children's Book 
Groups Award, and The Whitbread Award. The children’s fantasy was 
also ranked number 81 among the all-time children's novels in a survey 
published by School Library Journal and was listed under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novels by The BBC. 

The reading club was held online via Google Meet and was joined 
by 82 students and 3 teachers. The event started after Miss Shyne gave 

 □ Amos Wong talked about Bruno Jenkins, a silly character from The Witches.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the book. The presenters of the day were two Junior Three students, Amos Wong Shi 
Yi and Dominic Lim Yi Shen from J3 Melbourne. Together with the participants, they embarked on a spooky 
journey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 

Amos and Dominic started off by giving the audienc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story and eventually moved 
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some of the important characters of the book. They also took turns to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what they found interesting about the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plot. Not only that, the presenters 
also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to encourage the audience to take part in the sharing session. It was fun to see the 
participants actively exchanging their opinions on the story, moral values and interesting phrases which they 
had picked up from th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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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ominic Lim sharing with the audience his favourite characters from the story.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that evening came 
from Mrs. Siow’s and Miss Jhanani’s classes. 
They are English teachers who have recently 
conducted a mini project on the story book. Their 
students had to either borrow the story book from 
the school library or purchase it from ELC. They 
then read the book, came up with a review and 
attended this reading club. Both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incorporating the reading club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vides in-
dept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students. 
“Students got to read the book, write a book 
review and then have meaningful conversation 
with other readers about the book,” commented 
Mrs. Siow. Moreover, Miss Jhanani thought 
the sharing session was very well-conducted 
by Dominic and Amos. “The presenters did 
a wonderful job. They managed to make the 
session very interactive, inviting the participants 
for input from time to time. I personally had a lot 
of fun listening to all of them.” 

The presenters described the experience of 
chairing the reading club as fruitful. Amos and 
Dominic agreed that they gained a lot out of this 
event. “We got to learn how to make effectiv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which is very useful,” 
said Amos. In addition, the participants thought 
the session was meaningful as they got to come 
together and talk about the same story which 
they had read beforehand. 

The reading club ended with a fun mini quiz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were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correctly as fast as they could. The winners of the night were Hoh Hong Zou, Leong Zhen Shuen, Lim Luo 
Shan and See Sheng Tien from S1 Melbourne as well as Khoo Xi Yu from S2 Toronto. They were given Roald 
Dahl’s books as prizes.

 □ Interesting excerpts from The 
Wi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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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eresting excerpts from The Witches.

 □ The presenters receiving certificates 
and books from Mdm. Boo, the vice 
principal and the head of ELC.

 □ The winners of the reading club re-
ceived book prizes from Mdm. 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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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级壁报比赛颁奖典礼

高二各班发挥创意及潜能，
呈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报道 / 颜钰敏（高二文商勇）

配合联合国采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消除贫

困、保护地球，并确保人人均能安享和平与繁荣，

高二级联学生自治会筹办了2022年高二级壁报比

赛。各班选取其中一个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主题，运

用巧妙的设计与构思、发挥创意、合作完成各班的

壁报。

此次壁报比赛于7月20日（星期三）在科技大

楼陈开蓉大讲堂举行颁奖典礼。辅导处谢广婷主任

在点评中提到，本次壁报比赛的宗旨是为了提供学

生发挥创意及潜能的机会，培养学生合作与互助的

精神，同时希望学生能够加深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认识。

在创意与美感方面，同学们不仅使用手绘或轮

盘等的方式呈现主题，还会利用回收物品（例：铝

罐、纸皮、鸡蛋壳、报纸），甚至重复使用即将被

丢弃的垃圾。谢主任表示，这是她最欣赏大家的举

动，不制造额外的垃圾。但是在内容与切题上，部

分班级可能忽略了探讨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她期

待，若未来有机会，可以看到个人领域上如何在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展现出来。

比赛的评分标准，包括创意与美感各占20分，

内容与切题各占30分。最后，由高二级联代表公布

比赛结果，并由谢主任颁发奖状与礼物给予获奖班

级。得奖班级结果如下：

冠军：高二文商廉      

亚军：高二文商平

季军：高二理忠         

最佳创意奖：高二文商和

□ 荣获冠军高二文商廉的壁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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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广婷主任颁发奖状与礼物予荣获冠军的高二文商廉，并由班导师李娟老师代表接领。

亚军

高二文商平

冠军

高二文商廉

□ 谢广婷主任颁发奖状与礼物予荣获亚军的高二文商平，并由班导师叶雅幼老师代表接领。

高二级壁报比赛得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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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广婷主任颁发奖状与礼物予荣获季军的高二理忠，并由班导师林玉连老师代表接领。

□ 谢广婷主任颁发奖状与礼物予荣获最佳创意奖的高二文商和，并由班导师刘兼阀老师代表接领。

最佳创意奖	

高二文商和

季军	

高二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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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主题与设计理念：

高二理忠	-	“水下生物”

主要内容包括现今海洋生物面临的危机与其解决方法。海龟作为本次壁报的主角，是具有代表性

的海洋污染受害者。鲜艳的龟壳和色彩鲜艳的珊瑚因受到工厂排放的废料污染而失去夺目的光彩，沦

为暗淡无光泽的白化珊瑚。众多水下生物流离失所，经常错误摄取危害物质，也无法从渔船的渔网脱

身，最终一片狼藉。借以这个主题，希望能够带出保育海洋的重要性，也让同学们了解如何减少海洋

污染以及破坏的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影响，好让水下生物得以重归大自然。

高二理孝	-	“减少不平等”

以天平表示不平等：轻的一方为社会中占优势和地位高的群体，如富人；重的一方则相反。壁报

背景由两种颜色成对比，表示不平等导致社会分裂。脸书网页则是追究现代人的日常，倡导关注时事

的习惯。

高二理仁	-	“水下生物”

以蓝色为背景，修饰出波浪形状表示海洋，用圆形泡泡呈现主题与大标题“SDG”。小标题用黄色

以凸显内容，同时贴上资料和照片。壁报分成两个部分：完整的海洋生态及被污染的海洋。海龟是我

国濒临绝种的海洋生物，因此将它放在中间以提醒大家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海洋生物的家园。

高二理爱	-	“水下生物”

制作范围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清澈美丽的大海，充满了不同的海洋生物。它们自由自在的生活，

无拘无束；二是被污染成深褐色的海洋，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塑料袋，导致这些海洋生物存在生命危

险。一旦人类持续破坏海洋，那么仅剩的蓝色大海最终将变成被污染的海洋。因此，保护海洋，人人

有责。

高二理信	-	“性别平等”

将男生与女生比喻成天平，一边为男生，另一边为女生，中间提着天平的身份为无性别人士，告

示众人这世界上除了两性之外还有非二元性别者的存在，即LGBTQ+。壁报的下方也挂上两本书，其内

容主要探讨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性别议题，向大家传达出每个人应该以正面的角度看待相关事情。

高二理义	-	“水下生物”

为了吸引同学们去阅读与理解关于水下生物的资讯，融入了大众皆知的卡通人物—海绵宝宝所出

现的地点，例如：海绵宝宝的屋子作为海洋健康研究所、蟹老板的餐厅作为执行国际海洋的场地、海

绵宝宝所乘坐的船作为非法捕捞的船只等。不选择人类角色的原因为人类是造成海洋污染的罪魁祸

首，希望通过这次的壁报制作，让大家能够了解保护海洋的正确方式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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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文商和	-	“游乐园”

以游乐园为主题，轮盘为设计中心。轮盘中包含了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其设计目的是希望大家

可以边转轮盘边学习，初步了解17个持续发展目标。

高二文商平	-	“水下生物”

选择此主题的原因是想让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以遭受严重的污染。设计中心为海龟，它们嘴里所

食用到的塑料就是人类丢下的垃圾。最后，希望同学们能够从这个最佳例子中学会爱护这些水下生

物，减少垃圾的排放。

高二文商礼	-	“水下生物”

设计形式以“走入水族馆”为主，画出各种类型的水下生物并依次介绍。

高二文商廉	-	“水下生物”

以海洋世界为题材，用水下生物、植物、泡泡等作为元素，同时加入濒临绝种的水下生物来让同

学们了解水下生物如今面临的问题，即刻提醒大家爱惜和保护环境。

高二文商智	-	“水下生物”

主要叙述水下生物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作为海底的即时感。

高二文商勇	-	“性别平等”

壁报中心的天平表示公平性，借以日常生活中涂鸦的艺术特色表达男女社会地位的不满为主，包

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敏感字眼已被正常化的称呼，揭发当今社会的真实情况。壁报中也体现了社会

面对的各种案例，表明男女地位依然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作为校园的一份子，学生须理解及明白性别

的不公平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阻碍，以改善性别公平性在未来的情况。

1、无贫穷

2、零饥饿

3、良好健康与福祉

4、优质教育

5、性别平等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10、减少不平等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13、气候行动

14、水下生物

15、陆地生物

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你知多少？

小
知
识

资料来源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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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主持人大赛点评及颁奖礼
参赛作品创意满满，专业主播及主持人点评赞扬

采访报道 / 叶恩绮（初三爱）、杨丝缘（初三忠）

为了发掘新时代具有潜力的资讯媒体人才，教务处于4月4日至6月6日期间，

举办了短片主持人大赛。6月末经过人气奖投选阶段后，我校于7月29日（星期

五）举办线上点评及颁奖礼，共同见证参赛者努力的成果。

邀请了三位评审，包括邱淑霖小姐，为英国伦敦大学法律荣誉学士，曾任执

业律师，现为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爱FM的主播兼节目制作人。第二位是杨秉松先

生，毕业于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影视专科，获得HRDF认证的讲师执照，也成立了

自己的专业课程班——“Alvin Yong Master Class”。最后一位陈俐杏女士，

是本地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及活动的司仪。值得一提，杨先生与陈女士皆为校

友，在校期间积极活跃展露各方才华。

教务处副主任朱键鸿老师说道，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疫情期间同学接触了很

多有关短片创作和剪辑技术的资讯，使得同学现今在影片制作上的技术更为成

熟。他也解释道，所有参赛作品在审核过后，最终入选一份初中及六份高中的作

品，让师生投选人气奖。最后，他也非常感谢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在各方面

给予的指导、教务处负责同事的支持以及评审们的出席。

在点评环节中，邱淑霖主播对短片内容、主持人口条做点评。她说道，由于

这次参赛的主题很多元化，因此她会以短片的呈现方式及主持人的表达方式进行

点评。邱主播与同学们以互动的方式给各组主题、陈述及访问给了一些点评及意

见。最后，她希望同学可以在主旨方面有不同的切入点及启发。

杨秉松先生为参赛短片的创意呈现进行点评表示，每一位参赛作品都很棒，

这一次的比赛在于短片主持人，而每一个作品主持水平也很高。他也建议，参赛

者要清楚自己拍摄的风格，避免在一部影片同时出现多种风格。杨先生对每一部

作品都逐一给出创意方面的建议及点评。

陈俐杏女士进行最后的点评，针对拍摄的内容、所使用的器材、拍摄角度、

画面与内容的衔接、风格和剪辑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点评，并给予了专业意见。

随后，陈女士也不忘表扬和祝福所有的参赛者，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

最佳人气奖高中组的获奖者为吴铠宋组，而获得最佳创意表现奖的组别则是

俞恺组。俞恺组也同样获得了最佳主持报道奖。另外，初中组的吴瀚生及吴婧宁

同学，也获得了最佳作品优秀奖。高中组的最佳作品优秀奖则花落陈欣蜜、吴欣

颖、白恩悦组。俞恺组、吴铠宋组和朱佳恩组，分别获得最佳作品的金奖、银奖

和铜奖。

最后，主持人也依次有请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短片主持人大赛点评及颁奖

礼也在愉快的气氛下结束了。

□ 杨秉松先生

□ 邱淑霖小姐

□ 陈俐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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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主持人大赛得奖名单

初中组

高中组

最佳创意表现奖
最佳主持报导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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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人气支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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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涯留下作品与难忘回忆
俞愷（高三理信）

我一直都对主持人这个身份感兴趣，加上很喜欢

拍摄，所以从教务处所发的邮件当中看到“短片主持

人”的通告后，就有了参赛的念头。点开比赛章程后，才发现这是

一场新颖且有趣的活动，就询问了身边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否有意

愿参与，大家了解后便决定一起参加。

我们选择的题材是“巴迪布（batik）”，这对我们而言相对陌

生，所以需要花大部分时间在网上浏览资料，又因为各种文献资料

的内容有出入，所以在整理文稿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此外，由于我

们想要拍摄五人同时入镜的画面，所以在架设脚架时不仅仅要呈现

出最适合的角度，也要完整展现出我们的物品和场景。采访过程，

我们也邀请友族同胞作访谈对象，所以在马来文的沟通上也十分考

验我们。经过此活动，我了解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因为在行程的

安排上都需要个别组员去处理才能发挥出团队的效益，每个细节都要

严谨细致，才能使拍摄顺利。

此外，我们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拍摄，由于拍摄地点远，

我们的内容也涵盖了访谈、地点讲解、物品展示、制作流程等，所

以整体流程可说是时间紧、任务重。虽然如此，我挺满意最终的成

品，影片呈现效果比预期好，反馈也是好评居多，真的很庆幸可以

在中学生涯中留下这样一个作品。除了收获满意的比赛成绩外，感

激队友为这项比赛所做的努力和付出，才能一起成功并留下难忘的

回忆。

学 习 重 要 知 识 下 回 
再参加
王丽嘉（初一信）

虽然我的参

赛 作 品 没 有 入

选，但我依然选

择来参加颁奖典

礼，是因为我认

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毕竟校方邀请的几位评审都是我

有所略闻的。我在这场活动中学

到了关于拍摄的几个重要知识，

比如运镜啊、角度问题、与摄影

人员达成共识等，以提高视频的

质量。我觉得这场活动达到我的

预期，甚至比我预期还高，因

为点评老师除了点评参赛者的作

品，也传授一些知识给我们。如

果有下一届比赛我必定会参加！

毕竟我没拿到奖的遗憾尚存，并

且我也觉得在准备参加短片主持

人大赛的当中真的会学到很多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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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舍
好
声
音

采访报道 / 叶恩绮（初三爱），郑宇惠（高一理忠）

为了增添宿舍生的生活乐趣，并发掘宿舍生的歌唱才能，宿舍自治会于5月24日

及5月31日（星期二）相继举办了宿舍好声音的初赛、半决赛以及决赛。参与本次

活动的宿舍生们除了有机会登上冠亚季军的宝座外，也有机会获得由观众投选的最

佳人气奖名额。此外，本次比赛也邀请了王舒慧老师，郑理轩老师以及舍务处陈国

华主任担任评审。

由于疫情趋势走向稳定，万众期盼的宿舍好声音终于在今年迎来了线下模式。

为了保证参赛者们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参赛，2022宿舍好声音设放独唱项

目，主办方除了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宿舍生参与外，也在宿舍7楼柜台贴上了宣传海

报，并通过广播呼吁感兴趣的宿舍生踊跃参与。为了夺得本次宿舍好声音的丰富礼

品，参赛者充分利用期末考后的空闲时间勤加练习，以便能在舞台上发挥出自己的

最佳水平。

□ 评审老师有王舒慧老师（前排右起）、舍务处陈国华主任及郑理轩老师。以精
彩绝伦的歌艺晋级半决赛的6名参赛选手有黄玮弘（后排左起）、叶乙蒨、林苛
柔、黄蓝昕、杨凯琳及陈静。

□ （左图）王舒慧老师和郑理轩老师共同演唱《如果爱》。
     （右图）舍务处陈国华主任献唱《秋蝉》和《光辉岁月》。

发
掘
宿
舍
生
的
歌
唱
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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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当天，6名参赛选手以精彩绝伦的表演成功晋级半决赛。成功晋级半决赛的选手再分为三组互相比

试。三位评审老师在两位选手轮流演唱后，立即投票选出自己心仪的选手。经历紧张刺激的半决赛，成功闯

入决赛的三位选手立即轮流演唱自己的参赛歌曲，争夺冠军的宝座。

当天，王舒慧老师和郑理轩老师也上台客串演唱《如果爱》，而陈国华主任则献唱了《秋蝉》和《光辉

岁月》，为整场比赛增添欢腾气氛。

历时两天的宿舍好声音在观众的掌声及喝彩中圆满落幕，恭喜荣获冠军的黄蓝昕（高二文商勇）、亚军

的林苛柔（高三文商礼）、季军的杨凯琳（高二文商智），以及获得最佳人气奖的林苛柔（高三文商礼），

希望落选的选手们不要灰心，我们来年再战！

不想留下任何遗憾而参赛
林苛柔（高三文商礼，亚军得主）

我会参加此次的宿舍好声

音，是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唱

歌，加上今年我已经高三，

不想在中学生涯下遗憾，所以

决定参加此次的宿舍好声音比

赛。赛前，我并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

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去摸索、研究。在准

备比赛期间，选曲对我来说是一项蛮大的挑

战，因为选择一首自己擅长的歌曲，需要花

费不少时间与精力。站上舞台的那一刻确实

会感到紧张与害怕，但逐渐适应后我便开始

享受在舞台唱歌的氛围。

这个比赛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棒的体

验，也让我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最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我竟是人气奖的得奖

者，所以对比赛成绩，我已经很满足。当我

听到朋友们为我尖叫欢呼的声音时，我非常

感动。很谢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认可，希望

自己的表现没有让他们感到失望。

创造更多更美好的宿舍回忆
黄薪橞（初三信，观众）

我来观看宿舍好声音，是为了创造更多

更美好的宿舍回忆，并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

与宿舍举办的活动。我认为宿舍好声音是一

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可以让热爱唱歌

的同学有机会勇敢站在台上，献上他们动人

的歌声，而我就决定来观赛支持他们。比赛中让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一名高三的参赛者——林苛柔。虽然她位居第

二，但是她从内而外散发的自信以及勇于尝试不同风格歌

曲的精神，让我觉得敬佩，并值得我去学习。

此外，我认为整场活动的氛围非常好，工作人员会帮

忙维持现场秩序；中场休息时，现场播放的热门歌曲，让

大家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当然这也是最吸引我的一

个环节，耳边环绕着大家起起落落的歌声，让我陶醉。

希望宿舍好声音可以推广，让更多对歌唱有兴趣的宿舍生

来参与，也希望可以借此发掘更多可塑之才，更可以让他

们继续热爱自己的兴趣。最后我想对每位选手说：“不

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努力站在舞台上，你就是最耀眼的那

位！”

□ 2022宿舍好声音：冠军黄蓝昕（左起）、亚军林苛柔及季军杨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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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学年教师专业成长工坊（七）   

 教育研究的方法与类别
——教育教学反思与叙事研究

  □ 张喜崇老师

报道 / 宋进安老师 

我校教务处所举办的2022年教师成长工作坊，于7月16日（星期六）上午8时30

分举行第七场的线上活动，由张喜崇老师及黄燕娣老师各别主讲。

主持人许梅韵副校长开场时表示，伙伴共学、互助给力与总结经验，对于在教

育研究路上的每个老师而言是举足轻重的。本场工作坊之用意，在于引领老师对自

身的教学经验作出深沉反思，加持自身对教育研究之力量，从而不断突破，并能顺

利完成一人一教研论文或教学反思的“作业”。

教育与教学反思

“教育与教学反思”作为一种教育研究法，它可以透过“PDCA四阶段八步

骤”的思维模式，即“Plan”（计划）、“Do”（行动）、“Check”（检验）

、“Action”（调整），检视目标的实践，形成新的问题思考。但具体而言应当如

何操作，皆是接下来工作坊的重要讲解主轴。

针对以上种种疑惑，张老师以四大主题加以呈现：一、反思格式，主要说明撰

写时比较需要注意的要点；二、PDCA与反思，具体讲解如何以PDCA来撰写教学反

思；三、问题意识，同时告诉老师应当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四、范例，具体向老师

展示一些教学反思的撰写范例。

进入第一主题，张老师先讲解撰写“教育与教学反思”的原意，接着再谈撰写

教学反思的格式、内容要求，以及一些理应规避之写作误区。就“反思可以怎么

写”这个问题，张老师认为可从以下五方面下手：谈一门成功的课；谈一门失败的

课；机会教育；学生反馈；再度教学设计等等。

  □ 黄燕娣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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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为了强调问题意识对于整个教学反思的必要性，张老师引用了爱因斯坦的名言——“提出一个问

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在进行教育研究的部分，其实也是从“问题”开始。因此，教学反思的

撰写，正能引领我们看清一个问题。 张老师也指出，在备课、阅读、反思、学生的眼神中、课堂上、同伴的

身上，都能引出“问题”。

最后的第四主题，张老师以“问题意识与

教师专业成长”的题目作为范例，透过实作的

方式向老师们具体展现了教学反思的写法，并

结束其分享主讲环节。

叙事研究显示生命价值

“叙事研究”作为一种教育研究法，黄燕

娣老师也在接下来的分享中也为教师们——介

绍它的性质、操作与实例。

黄老师指出，“叙事研究”属于质性研

究，主要以“老师”作为叙事探究者与研究

者，将一人或一件事作为研究主轴，从观察、

访谈或文件分析中蒐集资料，撰写报告时多

用“文字”表达，辅以图表、照片、录像等。

接下来，黄老师介绍了欧美与台湾学术

界的叙事探究的类型，同时提出了一个问

题——“叙事研究为何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研究

方法？”在她看来，叙事研究是叙说过去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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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生命故事，不仅可以呈现

生命是如何展开，更能显示生

命的价值。因此，它在教育领

域中得以作为探究师资培育中

教师思考与知识的工具。

构成“叙事”的主要因

素，有场域╱情境脉络、人

物、事件、情节。从教育研究

的范畴而言，当教师、学校行

政人员、家长、学生愿意诉说

他们一系列事件，而研究者也

加以报导时，“叙事研究”就

能发挥效用，告诉我们某件事

是在何处、何时、何种脉络中

发生。

黄老师说，“叙事研究”

乍看起来似乎较为“随性”，

但它还是需要理论的支撑与文

献回顾的撰写框架。为了更具

体地指出量化研究与叙事研究

之区别，黄老师也分享了她的

博士论文目录，并作出一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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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研究的七大步骤

顺此而下，黄老师介绍了叙事研究的七大

步骤：一、确认核心现象；二，选择有助于了

解核心现象的个人；三、蒐集个人的叙事；

四、重述个人的叙事；五、与叙事者合作；

六、撰写研究参与者的经验故事；七、检验叙

事的正确性。同时，黄老师又将叙事研究的过

程与重点、叙事探究的“四个行动”（活着→

说着→再生活→再说），以及叙说研究者的眼

中所见等事项一一点明。

黄老师也提及，叙事研究也有受到

争议与质疑的一面，如研究者能力的局

限、对于素材的蒐集与分析，还有分析

及重述故事等诸般疑问。但究其本质而

言，教育叙事探究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

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专业认同的开始，

因为它能藉由经验与故事吸引读者的阅

读，从而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实作”层面，黄老师提出了两大

面向的建议，即“生命故事”与“自传

╱他传”。前者涵盖“班级经营”（生

命史：听学生╱老师说故事）、“家长

日”（生活故事：听学生╱家长说故事），以及“小说╱绘本╱漫画╱电影╱摄影”（隐喻）等诸范畴；后

者则可从“学校╱董总课程改革中老师的转变”、“从某学科或单元教学法之改变╱创新历程”，还有“选

修课之课程实现的过程”等面向切入研究。

此外，黄老师还播放了中国一个新春短片——《一个桶》，藉由其中的故事性、结果不明性与感动性展

现叙事研究的表现手法与特质，同时又附上一些参考资料，作为其分享的收束。

苏进存校长在工作坊结束时给予肯定，并表示自2021年开始举办，累积13场的教师专业成长工作坊，不

仅提供老师自主分享的平台，亦逐渐建构专业学习社群，形塑学校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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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职业聊聊会：
电脑科学 Computer Science

采访报道 / 黄贝嘉（初二爱）、陈玮铃（高一理爱）

  □ Dr. Kristo

为了让同学们更了解电脑科学科系，我校于7月14日（星期四）举办

了《科系职业聊聊会：电脑科学 Computer Science》，并邀请了南安普

敦大学马来西亚分校（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Malaysia）的电脑科

学科系教授——Dr Kristo，为同学们介绍电脑科学的学科内容与出路。

电脑科学是一门包含了各种与电脑计算及电脑信息处理相关的综合性

科系。Dr Kristo提及，电脑科学包含五大领域：“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Information System”（信息系统）、“Information 

Technology（IT）”（信息技术）、“Computer Engineering”（电脑工

程）、“Software Engineering”（软件工程）。此科系包含编程语言、

程序设计、电脑软件和硬件的学习等。Dr Kristo也现场演示如何使用计

算机编程中的”Algorithm“（算法）来排列一组数字的顺序。他表示，

在学习电脑科学中常常需要使用数学的逻辑，并且学习与数学相关的学科。

Dr Kristo表示，电脑科学科系毕业的学生，未来在就业选择上也十

分多元，包括“Software Engineer”（软件工程师）、“Mobile Apps 

Developer”（应用程序开发员）、“Game Designer and Developer”（

电子游戏设计与开发师）、“Network Engineer”（网络工程师）、“System 

Designer”（系统设计师）、“User Experience Designer”（用户体验

设计师）、“AI Engineer”（人工智能工程师）、“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机器学习工程师）、“Data Analyst”（数据分析师）

、“IoT Engineer”（物联网工程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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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 Dr Kristo也特别介绍了南安普敦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该校是英国皇家

授勋的大学，并于1862年创立。该大学亦是位于英

国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敦的著名研究型大学。南安

普敦大学于1902年由伦敦大学授予学位，但在1952

年4月取得皇家宪章后，成为独立的大学。南安普

敦大学马来西亚分校（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Malaysia）则于2012年10月在柔佛州教育城成立。

多了解不同科系，增添未来可能性
陈慧珊（高三文商礼）

我会来参加这场活动，是因为升学与国

际事务处对这场活动的内容描写吸引了我，

并让我对电脑科学产生好奇。由于我现阶

段还不清楚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行业，因此

想多听关于科系职业的分享，让我能够从更多面向来选择

自己未来要读的科系，增添自己未来的可能性。我觉得多

看、多听，能让自己在做选择时更加深思熟虑。

我原以为自己对电脑科学蛮有兴趣的，听了之后渐渐

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感兴趣。但是，这场活动也

不失为一个开阔自己知识的机会。我认识了电脑科学，并

发现原来有这么多职业与电脑科学有关。在我认识到自己

对这块没兴趣后，未来也会避免选择相关行业，这也算是

能够帮助我少走冤路。最后，我认为这场活动的内容充实，比

较可惜的是唯独少了电脑科学从业者工作生活的介绍。

未来会朝电脑科学方面发展
张晟豪（高一理信）

看见升学与国际事务发布

关于此次活动的讯息后，正好

我和朋友都有兴趣参与，再加

上学会地点与活动场所相近，

因此便选择报名参加。这场活动也不辜负我

的期待，让我更加了解关于电脑科学这方面

的知识以及进行编程时的底层逻辑。我也发

现自己对电脑科学或软件工程挺感兴趣的，

未来或许会朝这方面发展。另外，我认为活

动主办方挺有诚意，当中的提问环节，参与

者答对问题也可以获得小礼物。在此也感谢

校方举办此类型的升学活动，提供了一个可

以了解未来升学方向的平台。

南安普敦大学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

列第90名，是全马英国大学分校中，排名最高的

一所大学。其中，该大学的电脑科学科系在英国

《卫报》于2016年的排名中更是名列第7名。相较

于到英国留学，到马来西亚分校就读可节省多达

70%的学习费用，并且有机会获得全额的大一奖学

金和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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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FinTech and The Future of Finance

报道 / 洪芷汀

7月22日（星期五）下午1时10分，我校辅导处及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于忠礼堂举办了专题讲座“FinTech and The Future of Finance”，

邀请来自亚太科技大学（Asia Pacific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novation）的Ms Ng Hui Chen进行分享。

Ms Ng以一个问题作为讲座会的开场：“什么是金融？”她解释，金融是货

币资金的融通，主要指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相关的各种活动。“FinTech”

的含义即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是指企业运用科技手段，

使得金融服务变得更有效率，因而形成的一种经济产业。

Ms Ng提到，金融科技是由四种技术组成的。第一为人工科技，用来

预估诈骗转账的发生、投资的趋势及风险管理；第二为区块链，其功能

是分散金融的权力；第三为云端运算，用于资料的收集、备份与分析等；

第四为数据分析，反映消费的状况。另外，她也认为，金融科技有五大发

展趋势，分别为数字银行、嵌入式金融、Web3与区块链、超级应用程序及

金融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

  □ Ng Hui Chen老师

若要从事金融行业，需要拥有什么技能呢？Ms Ng指出，毕业生需拥有基本的知识与数字化技能，以便有

效地分析数据。此外，毕业生也要拥有情感与社会智能，才能了解人们的需求及发明达到他们需求的产品。

另外，创造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能提升生产的过程与步骤。最后，毕业生也需拥有做出决策的能力，

通过AI系统所提供的建议中做出最优选择。

讲座结束前，Ms Ng向在场的同学们介绍亚太科技大学所提供的金融科技系和其学习环境。她也叮嘱同学

们，学习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并鼓励同学们时常保持着肯学习、谦虚的态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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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国际学士班招生说明会

供稿 /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7月21日（星期四），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邀请到来自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助理

教授林佩锜及秘书林书瑜 ,于科技大楼Chrome Lab1进行国际学士班招生说明会。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国际学士班主要招收国际学生及侨生，培养具有华语能力及国

际竞争力的专业人才，并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路径。目前所提供的课程共分为甲组与乙

组。甲组课程为“华语与专业学科”，主要在一、二年级培养学生的华语能力，以

强化国际学生对华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并充分自我探索。在确定个人兴趣后，

三、四年级可以有两种学习途径，选修“应用华语学程”之课程，或者自由选修校内

任何科系第二专长的课程。乙组课程以英语授课，学生可选择商业管理、电机资讯或

工程技术类专业课程，学生在大一起开始修习英语基础及专业课程。此外，学生还可

修习基础华语及文化课程，以强化学生跨文化能力并提升未来在华语地区就业的机会。

林教授表示，需要缴交的申请资料为线上外籍生申请表、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成

绩单、读书计划、自传、两封推荐信、财力证明、具结书、国籍证明文件及语言能力

相关证书。另外，申请就读甲组课程者需缴交华语能力相关证书，如TOCFL或HSK，若

无，则缴交学习中文的经历说明。申请就读乙组课程者则需缴交英语能力证明相关证

书，如托福iBT（最低85分）、多益（最低750分）或雅思（6分以上），若无，则需

缴交英文学习经历一页。

林教授说道，每个学期的学费大约是2000元美金、住宿费平均为360至600元美

金、杂费平均为180至360元美金、生活费则平均为1020至1980元美金。此外，国立

清华大学也提供奖学金让国际学生及侨生申请，如国立清华大学国际生A组奖学金、

国立清华大学国际生B组奖学金及台湾教育部奖学金，为同学减轻学杂费、生活费等

负担。另外，国际学士班也会举办各类活动让学生参与，如运动会、职涯发展讲座、

暑期营、成果发表会等，助于锻炼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多元化发展。

除此之外，朱键鸿老师及尤顺忠老师也为同学们分享他们在台湾求学时的经历及

留学建议。最后，同学们也在询问与回答环节后，结束了这场获益良多的说明会。

  □ 林佩锜教授

  □ 朱键鸿老师

  □ 尤顺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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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说明会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加拿大国王大学学院、
澳洲阿德莱德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采访报道 / 刘函鑫（高一理信）、郑雪暄（初二义）

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7月26日（星期二）

下午2时50分，分别邀请了三位来自美国罗切斯特

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兼加拿大国王大

学学院（King's University College）、澳洲阿

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及英国布

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大学代

表，于兴华科技大楼五楼的Chrome Lab 1为同学们

分享有关大学概况、校园环境、奖学金、系所特色

及申请途径等事项。

各大学代表以介绍当地气候与环境的话题开

场，为准备毕业后前往他国升学的学生科普一些当

地的知识，随后才介绍各大学的概况及讲解入学资

格等资讯。

排名全球第109名且拥有了170余年历史的阿德

莱德大学，它被称之为澳大利亚的诺贝尔奖之都，

因为这里曾诞生了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及百余位获得

罗德奖学金的学子。同时这里也拥有了来自150个国

家的数万名国际学生，因此也被称为国际大都市。

若想到阿德莱德大学升学，学生至少要拥有

A-Level文凭、STPM、高中统考文凭等并附加英语

能力测验证明，如雅思（IELTS）或托福（TOEFL）

才能申请。此外，工读也是出国留学的一大特色，

在澳洲持有学生签证的留学生，可在学习期间工

作，且无工作时数限制，唯学生必须正常上课与学

习，并维持良好的出席率及学业成绩。

美国的罗切斯特大学于今年的全球大学排名第

147名，距1850年成立至今已有172年的历史，目前

校内拥有1,000 多名教职员工、3万名员工及1万2千

余名学子，师生比例达到了9 ：1。至于入学条件，

我国学生仅需要SPM文凭或高中统考文凭，就可直

接申请学士课程，但能证明英语能力的雅思和托福

也是必不可少的申请条件。

另外，相较于澳洲，初来乍到的留学生若想要

在美国工读，只能在校内工作，且每周的工作时长

不可多余20小时。修满一学年后，工读生才可以向

美国移民局申请校外工作许可，唯每周工作总时长

限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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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大学作为全球排行第61名大

学，乃是英国最受欢迎和最成功的大学之一。同

时，该大学也是英国第一所承认男女平等的高等教

育机构，距1876年成立至今，已然步入第146个年

头了。我国学生需要拥有STPM、A-Level或高中统

考文凭才可申请入学，若只拥有SPM文凭却想申请

入学，则需要修读大学先修班（Pre-U）。

另外，为证明具备英文能力，入学申请时会要

求学生通过雅思测试。至于工读部分，则和美国大

学的规则相似，留学生每周打工不可超过20小时，

唯有假期期间才可全职打工。

加拿大国王大学学院是一所天主教文科大学学院，十分强调每个人的价值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成立于

1954年，距今成立了68年。只要拥有STPM或A-Level文凭即可申请入学，高中统考成绩优异者也会受到直接

录取。留学加拿大同样也需要具有良好的英文能力，要求托福至少79分以上或雅思6.5级以上。工读部分也和

英、美两国相似，留学生可在校内或校外打工，唯每周打工不可超过20小时，假期期间才可全职打工。

各国留学工读情况详尽
王震鸿（高一文商礼）

我从国际与升学事务处的邮件得知到此次升学说明会的，因为我预计毕业后打算出国深

造，才前来参加以便了解升学详情的。我个人挺关注留学生在当地的工读情况的，而说明会上

也讲得十分详细，例如工作时长、留学生法律上的最低薪资、工作环境等方面。若要说此次活动对我个人的

帮助，莫过于提供我更多升学的选择。毕竟我打算就读会计系，由于还没找到心仪的学校，所以才多多参加

各种升学讲座，以便寻得适合自己的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美国）：https://www.rochester.edu/ 

King's University College（加拿大）：https://www.kings.uwo.ca/ 

University of Bristol（英国）：https://www.bristol.ac.uk/ 

University of Adelaide（澳洲）：

https://www.adelaide.edu.au/front/international.html 

欲知上述四所高校更多的升学资讯，
请浏览以下各校的官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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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潮州会馆端华学校莅访交流 

报道 / 洪芷汀

为了招聘师资及了解我校的教学架构，柬埔寨潮州会

馆端华学校代表团于7月12日（星期二）莅访我校，并在

科技大楼陈开蓉会议厅展开交流。

柬埔寨潮州会馆副会长林贤明表示，端华学校的历史

悠久，但由于柬埔寨1970年的军事政变与后来的红色高

锦统治，导致端华学校在内的二百多所学校全部被关闭。

直到90年代中期，华文学校才陆续开始复办。他提到，该

校现今拥有正校与分校，同时还有一座正在兴建的端华大

学，而且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在交流环节中，柬埔寨潮州会馆执行秘书罗瑞苹介绍

道，端华学校为了适应柬文学校学制，而实行半天制教

学，另外半天可让学生读柬文或补习英文。她表示，柬埔

寨的华文老师分为中国侨务办公室与汉办的志愿者教师，

及当地年事已高的老师。由于近年疫情的冲击，导致柬埔

寨的华文师资短缺，所以此次前来是为了招聘师资，寻找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罗秘书也提到，柬埔寨的华文教育未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导致中学的学生人数逐渐

下滑。另外，英文在当地属于补习课，所以

没有完整的教学系统。因此，她希望可以从

这次莅访我校中取经，除了解决师资这一问

题，也希望能在教学方面作出改善及变化。

我校苏进存校长指出，我校注重三语教

学是因为我国的教育大环境所致。他也提

到，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能有这么完整的体

系，主要归功于先贤们为保留华文教育而做

出许多努力。此外，他也认为现代化教学的实

行，主要是依靠软硬体设备相辅相成实现的。

交流结束，双方互相赠送纪念品及拍摄

大合照留念。接着，苏进存校长、许梅韵副

校长及李辉祥老师也带领代表团参观校园及

科技大楼。

  □ 交流结束后，双方互相赠送纪念品及拍摄大合照留念。右起为许梅韵副校长、校友会主席叶进来董
事、苏进存校长、余安副董事长、柬埔寨潮州会馆副会长林贤明、尤瑞泉董事、吕怀毅董事、柬埔寨潮州
会馆执行秘书罗瑞苹、2位瑞华学校代表及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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