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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才教育成效，是教育追求的成果
我校“陈嘉庚杯”再唱丰收

供稿 / 教务处 

□ 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洪慧珠大使（左四）与获奖的学校代表合影留念。我校代表有商科科组长
朱伟杰老师（左一）、国文科科组长李锦华老师（左二）、美术科科组长谢金聪老师（右四）及课外活动处
刘久进主任（右一）。

□ 第29届陈嘉庚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行颁奖礼。筹委会主席林文耕（前排左
起）、司仪徐春兰、兴北校友会顾问李玉平、司仪刘耀昌、台湾中兴大学主任李超雄、台湾中兴大学暨台北
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分会陈忠洁会长、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署理会长彭庆和、南洋商报教育刊物兼
教育主编经理范忠星和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董事锺启章，与获奖学校的代表合照。

我校在2022年第29届陈嘉庚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中，除了在整体成绩上，获得初中

统考成绩特优奖和高中统考成绩特优奖，也获得6个学科组的成绩最优奖，分别是：初中语文

组、初中数理组、初中社会科学组、初中美术组、高中语文组和高中商科组。其中，初中组

获得所有学科领域组的奖项，表现尤其特出。

颁奖礼于8月20日（星期六）在吉隆坡太子贸易中心举办，代表学校出席接领各奖项的有

许梅韵副校长、课外活动处刘久进主任、国文科科组长林秋虹老师及李锦华老师、商科科组

长朱伟杰老师、美术科科组长谢金聪老师等。



44 焦点

本届陈嘉庚杯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乃各组

成绩的总和奖项，采不分名次的方式颁发，成绩也不

分金、银及铜奖，而是按照中文笔画顺序排列，但维

持初中统考及高中统考奖项各3个名额。我校在初中组

和高中组双双获奖，展现均才教育杰出的实践成果！

苏进存校长表示，2021年应届高三毕业生，虽然

历经新冠疫情的冲击，并在考试期间遇上巴生大水灾

以致部分考科延后且以补考方式进行，但考生依然稳

定地循着行政和师长的指导。学生在自己的本份上尽

心尽力，并自动自发地和同侪利用学校开设的网络课

室，轮流任职、互相切磋，充分展现兴华人生命共同

体精神，休戚与共、和合同歌，方才谱写出精彩的学

习成果。他认为，这是全体师生共同的成就，也充分

展现兴华每一个孩子的学习脚步都能跟上大队的节

奏，使到不同学习起点的考生在统考战役中取得自己

发光发亮的突破成绩表现，创造了陈嘉庚杯全国独中

统考成绩优秀奖的丰收。

陈嘉庚杯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是由留台中兴

大学暨台北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兴北校友会）主

办，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马来西亚华校董

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及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协

办，《南洋商报》主催，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

事处侨务组赞助。该会于1994年创设全国独中统考成

绩优秀奖，由时任会长许秀华博士及众多专业领域的

顾问共同催生，以呼吁社会对统考的注重，并对重视

且落力实践均才教育的独中教育工作者给予肯定。

□ 许梅韵副校长（左二）及刘久进主任（左一）从兴北校友会陈忠洁会长（左三）手上接领高中组统考成
绩特优奖。

□ 许梅韵副校长及刘久进主任从南洋商报范忠星
经理手上接领初中组统考成绩特优奖。

兴华中学获得奖项：

初中统考成绩特优奖

高中统考成绩特优奖

初中语文组成绩最优奖

初中数理组成绩最优奖

初中社会科学组成绩最优奖

初中美术组成绩最优奖

高中语文组成绩最优奖

高中商科组成绩最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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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报道 / 洪珮珊（初一勇）、陈玮铃（高一理爱）

与去年校园线上开放日的线上校园导览

形式不同，今年我校于8月13日（星期六）上

午10时至下午4时开放，供小六生及家长到访

参观，以期能更了解我校的课程编排与校园

环境。

除了各级学生自愿性成为校园导览人员

之外，我校各团体也在当天进行各种趣味小

活动，以俾参观者了解各学会团体之性质与

内涵。当日，学校开放参观的地方共计有宿

舍、图书馆、音乐室、校史馆、墨艺轩、美

术室（一）及（二）、英语教学中心、天文

教育中心、烹饪室以及科技大楼各楼层等。

2022 年校园开放日  
重新打开门户供参观

绘制者：
陈姳臻（J3P）
吕意勋（J3I）
谢欣霖（J3I）
张嘉欣（J2J）
孙婷（J2C）

墨艺轩的相关活动由书法研习社会员及顾问老师负

责，主要针对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进行介绍，

同时现场亦备有书法用具，好让小六生及家长得以在书法

社老师及会员的引导下体验书法写作。不仅如此，出口处

还备有书法社会员们精心制作的书签，书签上分别有以

各书体的繁体字书写的“兴生”、“精进”、“崭新”

、“启程”等字眼，别有一番意味。

两间美术室则分别由美术学会与漫画学会负责。美术

学会除了介绍蜡染、剪纸及静物素描等三种类别的美术技

巧外，还特别提供参观者一个体验剪纸及绘画静物素描的

机会，以让对美术充满好奇和兴趣的小六生得以在现场进

行互动与实际体验；漫画学会亦创意十足，除了让小六生

□ 墨艺轩现场亦备有书法用具，让小六生及家长得以在书法研习社老师及会员的引导下体验书法写作。

书
法

校园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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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体验设计徽章的乐趣外，也向参观者演示了电绘的绘画过程。此外，在两间美术室内外，也摆放了漫画

学会与美术学会会员之作品供访客观览。

我校天文台可分成三个区域，分别

为关于天文历史以及存放天文器材的天

文教育中心、设有天文望远镜的圆顶，

以及天文广场。当天在天文广场还架设

了两台望远镜，以供参观者观测太阳。

尽管当天艳阳高照、热浪四射，却仍旧

吸引了大批人潮排队观测。

□ 小六生亲身体验设计徽章的乐趣。 □ 美术室内亦有学生作品供访客观览。

此外，烹饪学会的“寿司捏捏屋”——烹饪

室，则有相关会员在场指导小六生制作寿司及介绍

烹饪室。

烹
饪

田径校队队员亦未闲着，他们负责介绍科技大楼

十楼的室内体育中心，还有里头那五花八门的运动器

材，家长及小六生也可以在现场亲身体验这批器材。

体
育
中
心

美
术

校园开放日

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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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学会于机器人技术研究室上也展示了“3D打印机”等器材与一些机器人套件，例

如：Lego（乐高）、Rero（微型机器人）等。为让观览者尽兴，他们还特别设立了互动环节，让参观

者通过操控机器人进行游戏，并颁发奖品予获胜者。

□ 机器人技术研究室展示“3D打印机”。 □ 让参观者学习操控机器人。

机
器
人

数学学会则准备了六项趣味数学游戏，即：魔方、七巧板、海内塔、火柴支、纳许棋以及一笔

画。其中，魔方游戏项目还特别设立了荣誉榜，将最快速复原魔方前三名参与者的名字及复原秒数记

录在写板之上，让其他人进行挑战。

□ 数学学会准备趣味数学游戏。

数
学
游
戏

物理实验室里有物理学会所准备的两项实验——荧光喷泉及电浆球。

□ 物理学会准备的两项实验——电浆球及荧光喷泉。

物
理
实
验
室

校园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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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想到兴华就读的想法
涂舒怡（小六生）

因为我中学想要到兴华就读，因此便把握机会到来参观“未来的校园”。这次参观也让我

更加坚定想到兴华就读的想法。由于我对绘画较感兴趣，所以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美术室，那里有

许多吸引我目光的惊艳作品，令我印象深刻、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蜡染，希望之后也有机会可以学习蜡染！

综合实验室在当天俨然化身为化学学会精神准备之“魔幻化园”，其中包括水晶花园、焰色实

验、炼金术、大象牙膏、高锰酸钾（KMnO₄）变色实验及海藻酸钠加氯化钙等六项实验。除了介绍实

验原理外，化学学会会员也会让参观者体验部分实验的简单操作。

□ 化学学会会员也会让参观者体验部分实验的简单操作。

综
合
实
验
室

生物实验室里则有生物学会所准备的“玉米变

变变”，他们提供了爆米花制作的实验和一张探究

报告格式的学习单，以期让参与实验者能更真切地

了解其中的实验原理。

生
物
实
验
室

至于英语教育中心、校史馆、音乐室、图书

馆、宿舍、电脑室以及协作学习室等处所，则分别

由相关负责同学进行导览与介绍。其中，由合唱团

团员介绍音乐室时还特别开放点歌环节予参观者，

而校史馆服务团则为参观者合唱校歌。参观者所到

之处，充满无数的互动活动，从体验中一窥兴华的

教育与教学丰富、精彩的面貌。

校园开放日

□ 参观英语教学中心。

英
语
教
学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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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兴华学习设施甚感满意
赵展荣（家长）

我会带孩子来参观，是因为他的

姐姐已在此就读，因此想说也让孩子

到兴华中学就读。之前我们都是从外

头看兴华，如今得以趁着开放日之良

机深入参观兴华，整体体验相当不错。兴华的学习

设备如我想象中完善，令我和孩子感到十分满意。

我认为，兴华校地虽不算大，但是整体规模甚佳，

且每一块地都有善加规划使用。

很开心首次担任校园导览者
黄诗茵（初一勇，校史馆服务团导览者）

能够亲身参与此次的服务，我感

到很开心，因为能够接触校外人士，

并与人沟通，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

服务。本次的服务让小六生和家长得

以更加了解兴华是如何一步一脚印，

从仅剩30余名学生。发展至如今的规模与成绩。准

备过程中，我常因为背不熟稿子而被罚。然而，我

最终还是顺利将稿子给背下了。当天我在进行导览

时，有些家长会皱眉，有些则听得入神；有些积极

给予反应，有些则相反。除此，当天也有友族同胞

前来参观，我们有特定团员会以英语向他们进行导览。

  

兴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舒适
张福权（家长）

因为女儿明年即将升上中学，

为了让她找到最喜欢的学习环境，

我们便带她四处参观各个中学校

园。之前曾听说兴华较注重于学术

方面，但没想到学校整体环境氛围并不会过于沉

重、压抑，一踏入兴华校园反而感受到轻松与舒

适。由于我本人比较喜欢科学领域，因此也有特

别到实验室等处参观，并且进行了小实验。我对

兴华的学习设施整体而言算是挺满意。

让小六生体验兴华多元性
李希婕（高一理爱，漫画学会副主席）

当闻悉此次活动之消息后，我

们便着手进行筹备。经过讨论，我

们认为亲手设计徽章是最快及最有

效率的互动方式，可以让小六生从

中体验兴华的多元性，且足以达到

宣传效果，可谓一箭双雕。当天参观者的反应挺

热烈，大多会积极参与互动，部分家长甚至还与

执委团相谈甚欢。我认为下次可以提前录制导览

视频，在开放日当天只需循环播放视频即可，以

便让各个时间段到来的人士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是

否观看导览影片，抑或需要专人进行现场导览。

满足小六生的好奇心
李琪琴 （初三智，物理学会副主席）

在当天活动开始前，我们一直在期待奇迹的发生，因为此次荧光喷泉的实验主

角——鲁米诺，由于第三方的问题，迟未运抵。所幸奇迹发生了，在活动开始前一天到

货，得知这个信息的我瞬间活力满满！早上9时，大家各就各位准备自己的工作，我准备

播放影片，林英老师调制溶液，其他人则在布置实验室，大家虽然紧张，却井然有序的

但各司其职。

在一开始的实验过程中，由于实验装置漏气而导致液体回流，我们不得不采取备用计划——用荧

光棒中的溶液让小六生参与画作。后来救星陈彦佑老师赶回来成功补救实验装置，让活动继续顺利进行。

当我们向参观者解释关于装置的压强原理后，小六生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家长也对我们的解答

感到满意。此时，我们无不被幸福感包围，因为我们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校园开放日的这场实

验之旅成功进行。

供稿 /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校园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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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如何组织及带领团员
杨竣晰 （高二理义，化学学会主席）

校园开放日当天，我们工作人员一早就到校再次检查药品及器材。早上10

时，开始有家长及小六生陆陆续续地踏进我们的实验室，大部分家长对我们的讲

解及实验操作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然后带着满足的笑容离开。看着他们离开的背

影，我知道我们成功了！

当天我们在综合实验室设置了6项实验，每项实验小六生都能自己动手参与，包括家长。每

个实验的性质不同，但小六生更喜欢大象牙膏的爆发型实验，就是过氧化氢快速分解后，产生大

量气泡。

临近中午12时，我们一些实验项目负责人发现我们准备的化学药品不够了，副主席赶紧到国

字型大楼实验室将药品补充上来，避免了开天窗尴尬的局面。没想到我们的实验深受家长及小六

生的欢迎，远远超出了预算，同时实验室也时刻挤满了人潮。

虽然事前准备工作都是乏味的，但是看见当天问卷调查回馈中有98%满意，这就值得了！我

希望我们准备的实验，可以启发小六生对学习科学的兴趣，同时也让家长及小六生对学校的实验

室等设备留下深刻的印象。

经过了两年的居家上网课，这也是我当主席两年来第一次负责实体大型活动，有了颜川原老

师及鄭幃銜老师的支持，再加上团员同心协力的配合下，活动顺利达成，谢谢你们！这次的活动

我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因为过程中我不仅学习到如何组织及带领团员一同策划，最后也没有辜

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更认识校园，更收获友情
杨喻盛（初三平，志愿者）

这是我在中学生活中，第一次参与校园开放日并担任校园导览员的工作，我

的搭档是高二文商和的王義翔，他负责用华语，而我负责用英语讲解。在练习

讲解的过程中，我不断地重写、组织及修饰我的讲稿。经过不断地在老师面前练

习，心里开始比较踏实起来，越讲越流畅。开放日当天，刚开始面对陌生的观

众，我心里还是感到有些紧张，当时心里一直想哪里会出错，但是讲解了几遍以

后，我变得轻松很多，感觉也越来越自然了。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有家长一开始彼此用广东话交谈着，见到我后转用英语询问校园开放

日事务，我从容地用英文与家长对答，从家长的表情，我可以感受到家长满意我的应对。

此外，过去两年由于疫情的缘故，被迫关在家里上网课，今年返校后，我连学校不同大楼及

设施地点都搞不清楚，但本次导览工作帮助我更认识校园。另外，由于导览工作人员都来自不同

的年级及班级，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年级的同学，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甚至有些成了好朋

友。这是我在平时上课都不可能会有的机会。通过这一次的校园开放日活动，我不仅收获了志愿

服务经验，更收获了友情。希望这次负责导览工作的伙夥们，来年可以一起再携手参与，延续今

年美好的服务体验。

校园开放日

供稿 /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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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在大众面前表达的经验
王義翔 （高二文商和，志愿者）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与校园开放日，以前都没参与过类似的活动。这一次我被分配到

仁爱广场当导览员，主要负责工作是向初到学校的家长及小六生，讲解及介绍当天学校

开放参观的设施及活动。我蛮少在公众面前演讲，当天我需在这么多家长与同学面前介

绍校园及讲解活动，难免会感到压力，再加上有许多行政单位主任在场，压力更加大了。

回顾整个活动，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家长及小六生，在听完我们讲解后，除了对兴华中学有更多

的认识外，还有迫不急待想到各个设施参观的那份神情。这是那么的难忘，也给予我们有更多的自

信，一遍又一遍的向陆续抵达的参观者讲解及介绍。此外，我觉得每位工作人员都很棒，大家都有尽

到自己的责任。相信这一次的导览员工作也让大家受益良多，以后有这样的活动，必定会参与，除了

为校服务外，也为自己累积在大众面前表达的经验。

同学表现优秀，灵活应对
吕佳恩（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任职不久就接到筹备校园开放日这项大型活动的任务，压力不小。我们要处理的事

情很多，从安排志愿者到观摩各个学会的活动，每天都恨不得自己有多几个脑袋，可以

同时间思考不同的事情。庆幸的是，过程中接触到的同事和老师都很照顾初来的我，小

到把资讯放上展示屏幕，大到整个活动场地的安排，都获得了不少帮助。与我们合作的

同学也都非常配合，当天同学们的表现更是出乎意外的优秀！实际情况虽然与先前彩排

时不同，同学们都能及时调整，灵活应对各种情况。这段时间虽然很忙碌，但同时是快乐和满足的。

深感师生努力付出的精神与力量
吴启聪（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中让我见证了兴华人的团结与力量，让我深刻的体会到“团结

就是力量”这一句话。

首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社团的师生。筹备初期到活动当日，同学们从原本的

不知所措到胸有成竹的状态，从原本轻易难倒到对答如流地回应家长各个问题的状态。

短短的筹备期见证了同学们飞速的成长与进步，真的让我体验到兴华学生努力付出的精神与力量。

此外，这次活动的成功自然也离不开各社团及部门老师的细心教导与付出。老师在活动筹备初期

都会不断提供宝贵意见来教导孩子，使其得到成长。同时也用心去规划与安排这次的活动，让我体会

到大家都想要把最好最棒的体验、表演、作品及实验呈现给每个人。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参与校园开放日的部门、社团以师生。谢谢大家的努力付出。

校园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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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高一级社区服务 净街活动
采访报道 / 陈玮铃（高一理爱）、巫语暄（高一文商礼）

为培养高一同学的服务及关怀社会的精神，同时

增强彼此的环境保护意识，我校高一级级联自治会联

合训导处分别于7月30日（星期六）与国庆假期8月

31日（星期三）两天举办了高一级社区净街活动。

两个梯参与者各分为16个组别，每一组别有11至

14位参与者，其中有2位担任组长，而各组也由一位

理事以及一位领队带领。其中，理事由高一级联代表

出任，而领队则由教师、家教协会理事，以及慈济功

德会志工一同担任，各方落力付出，为高一级同学营

造社区服务的机会。

活动前几周，高一级联代表已先行在课余时

间带领各班同学学习《地球的孩子》手语，因

为这首歌歌词传达出人类必须爱护地球母亲的

使命，不仅能配合净街活动之主题，还甚好地寓

教于乐、予人启示。当天，参与服务的同学纷纷

在轻快的节奏下进行手语表演，作为净街活动前

的“热身”。

接着，各组皆在组长及理事的带领下，根据

事前分配好的路线缓缓前进，于学校附近的社区

开始净街，并当场进行分类。大约两小时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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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开始动身回学校，并清洗所有捡

到的回收物，再次进行细致分类。

活动结束前，所有组别还进行

了一场心得分享与讨论，各自发表

整场活动下来的感想。其中，8月

31日的活动有幸邀得慈济志工参

与。慈济功德会志工，也趁此机会

向同学们介绍“大爱感恩科技”，

即利用宝特瓶制成的环保物品，如

衣服、毛毯、折叠床等生活用品，

身体力行地落实废物利用之环保主

张。另外，慈济志工也透露，所

有志工身上的服饰，小至皮带、鞋

子，大至衣服、裤子，无一不是采

用环保材质制作的，着实令人大开

眼界。

□ 慈济功德会志工趁此机会向同学们介绍“大爱
感恩科技”，即利用宝特瓶制成的环保物品，身体
力行地落实废物利用之环保主张。

□ 慈济志工带
动同学们一起
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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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量比预估的多
萧钿沁（高一文商义，高一级联自治会主席）

本次社区服务可说是阔别两年

后的实体大型活动，刚开始筹备的

前几个月也曾因过于忙碌而有点煎

熬，但活动结束后，参与者所给予

的良好反馈却令我十分有成就感。

整体而言，活动进行得还挺顺利，唯在第一梯次时

曾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即音响在手语表演环节发生

故障，导致音乐无法播放。所幸老师和级联理事及

时应变，才让大家以清唱歌曲的形式来完成手语，

顺利解决这次的失误。同学们也投入其中，以曼妙

歌声正式开启了净街活动。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的活动便显得更为

得心应手。我们事先准备了凉茶，供参与服务的师

生们在完成净街活动后饮用。此外，我们也通过各

班理事粗略统计会到校吃早餐的人数，以避免准备

过多的食物造成浪费。

其实，校园周围的垃圾看似甚少，但聚集起来

却是非常吓人。其中，仅7月30日一天，我们就消

耗了接近三十个大垃圾袋，而每一大袋里大约有八

至十包垃圾，这与我们原本所估计的十一个大垃圾

袋相差甚远。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可以让同学意识减

少制造垃圾，共同维护社区的环境。

随手一扔将造成千万不便
彭俞骞（高一理忠）

报名参与服务，是想让自己增

加与班上同学相处的时间，也藉此

次机会与朋友相约在活动结束后进

行一场聚会。因此，一开始我是满

怀期待参加活动的。可是，当后来

实际面对又臭又脏的垃圾时，我又感到一丝后悔。

然而，过程中却有让我意想不到的收获。

首先，我参与了两次服务，一次是负责打扫学

校四周，另一次的打扫范围则锁定在住宅区一带。

在两次的清扫经验中，让我最为惊讶的是，原来校

园附近的垃圾量竟比住宅区还多上许多，随处可见

零食包装袋、口罩及塑料瓶等。

另外，通过亲自捡拾垃圾，进行分类、清洗、

环保等处理，我深刻意识到当这些为了贪图方便而

随手一扔的垃圾堆积成山后，要处理起来是多么不

容易，况且还得忍受种种难闻的异味，随处可见的

垃圾还会影响社会人士对学校的观感。

总而言之，虽然社区服务辛劳非常，不仅得忍

受异味，还必须在太阳底下曝晒，但仍然是一次十

分有趣且有意义的经验。真心希望大家都可以明白

随手扔出垃圾所须负上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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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分工应更明确
彭依翾（高一文商礼）

参与社区服务活动的同时，我也

在活动中担任了组长，故过程中需要

认识所有组员，并适当地与组员们进

行沟通，把一切需要负责的任务交代

清楚，这种种工作，间接锻炼了我的

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领导能力。活动中发

生了不少让我印象深刻之事，比如在校外范围净街

时，我和搭档们迷路了。当时，迷路的我们在陌生

的地方越走越远，好在其他组别及时前来协助，我

们才能顺利回到学校。还有一次，我们的组别在净

街时收到了一位好心人赠送的矿泉水，让我们感到

十分暖心。

此外，我认为组内的分工可再明确一些。活动

开始时大家都自觉地适当分配工作，但随着时间一

分一秒地过去，或许是因为彼此都筋疲力尽了，开

始变得有些“随心所欲”。总之，虽然分工方面还

是做得不够理想，但对于整体活动，我依旧感到满

意以及开心。

社区服务活动意义重大
杨佳怡（高一理信）

我之所以报名参与社区服务，主

要是因为今年恢复实体课后，考量到

学校同时复办了部分实体活动，机会

实属难得，而社区服务对我而言也是

一种崭新体验且有意义的活动。活动

后，我虽然感到疲惫，但也正如我想象中的有意义

且充实的参与了此次的社区服务后，我不仅体会到

了清扫的不易与劳累，还意识到了平时看似普通的

地区里，其实存在着多不胜数的垃圾，这让我深刻

了解到环保以及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由于活动时与来自不同班级的参与者被分配到

了同一组，所以此次的社区服务也让我认识到来

自不同班级的朋友。大家在活动中相互了解以及认

识，并一起体验环保清扫的乐趣，这样的体验让我

觉得十分难忘且可贵。此外，在组内能与大家和睦

相处且守望相助，酝酿出了甜美的回忆。

最后，我认为校方举办类似活动，可提高并巩

固学生对于环保与爱护环境的意识，从中了解其重

要性，并让学生们谨记无论在校内或校外，都必须

时刻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所谓“爱护环境，人人有

责”，身为地球之一份子的人类，皆须扛起保护地

球的重责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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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级联论坛

《飞跃——后疫情时代的奋发大跃进》
采访报道 / 吴伊文（高一文商义）、苏怡甄（高一文商勇）

□ 高一级联论坛圆满举行。

8月9日（星期二）下午2时，全体高一级同学

在潘斯里杨陈开蓉大讲堂进行了高一级联论坛《飞

跃——后疫情时代的奋发大跃进》，由各班级代表

分享疫情后的改变及进步。

活动伊始，高一理忠呈现《疫后天晴》的主

题，以“脱口秀”的方式向同学们分享了疫情后

社会的进步。接着，高一理爱带来主题《疫情下的

进步》，班级代表提及，疫情后的进步可分为两方

□ 高一理忠以“脱口秀”的方式呈现。

面，即科技和环境：科技方面，网课、网贷、网购

的广为使用，为人们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环

境方面，相比疫情以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

疫情以后起码下降了50%。除此，野生动物的生命

也因人类活动的减少而有所保障。

□ 高一理爱带分享
主题《疫情下的进
步》的讲说。

高 一 理 仁 则 是 透

过“话剧”呈现了疫后

经济产业方面的转变。他

们指出，由于旅游业、餐

饮业和运输业皆在疫情中

受到一定程度的创伤，彼

此面临种种问题，最终必

须进行改革：旅游业业者

采取转型措施；餐饮业业

者为自救，大多选择将行

业拓展至外卖行业及零售

业；运输业则在运作模式

上进行了改革。接着轮到



17校园动态

高一文商平，他们分享了《科技技术与生活环境的改

变》的主题，他们认为，疫情后，线上线下的购物模式

已逐步混合，人们的线上购物，线下取货，促使全球出

口总额上涨了21%。另外，疫情也促使了科技的一系列

变革，如一些公司企业已落实远程化办公之模式，至于

疫苗研发及自动化AI亦复如是。 

高一文商和也分享了科技如何协助奋发学习。他们

认为，经过疫情的一番磨练，师生已逐渐熟络线上协作

之上课模式，电子设备俨然成为人们的必需品，学生们

更是从中培养了自律能力。高一理信则分享了疫情如何

使得学生进步，据他们剖析，由于受到心态变化、学习

模式转变，以及学习压力等因素影响，学生已能从中学

习管理时间，知道何以调整学习压力，从而提高了自学

能力。

高一文商智发表了疫情后学生学习态度转变的相关

见解；经由疫情肆虐的“洗髓”，学生们已能从中养成

强大的适应力，并且不再局限固守于自己的领域。同学

□ 高一理仁透
过“话剧”呈现
了疫后经济产业
方面的转变。

□ 高一文商平以
《科技技术与生活
环境的改变》为主
题分享。

□ 高一文商和分享
科技如何协助奋发
学习。

□ 高一理信则分
享疫情如何使得学
生进步。

□ 高一文商智发
表了疫情后学生学
习态度转变的相关
见解。

□ 高一文商勇分享关
于学生疫后返校如何实
行奋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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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理孝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一首歌曲。

们可透过以终为始、PDCA、成功人士的7大习惯等奋发往前，逐渐达成个人成就。紧接

着，高一文商勇也分享了关于学生疫后返校如何实行奋发的想法。该班班代提到，“

意愿大于一切”，只有学生自身愿意，才能奋发向上。因此，学生可适当地运用危机

意识、恐惧及紧张感找到学习动力，帮助自己达成奋斗和自律的目标。

相对于以上各班，高一文商义、高一文商礼及高一文商廉皆选择运用影片呈现各

自主题。其中，高一文商礼在其影片《梦想》中，提及了疫情对“梦想”的影响，影

片中还特别邀请了苏校长与李荣兴副校长作为影片中的采访对象；高一文商义采用了

《势在必行》作为影片主题曲，透过影片具体呈现出疫情后对课堂的影响以及同学们

的改变过程；高一文商礼则主要呈现了疫情前后对学习的影响。

经过各班的分享以后，论坛也在高一理孝演唱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下步入

尾声。在全体高一生及班导师在进行大合照后，整场活动便在欢快的气氛中顺利拉下

了圆满的帷幕。   

□ 各班代表准备就绪，分享疫情后的改变及进步。

□ 高一文商礼代表
在为影片《梦想》
做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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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一堂论“奋发”
苏佳怡（高一文商平）

这是两年以来第一次实体级联论坛，难得能够看到全体高一生再

度聚首，像是一个团结的群体般，一同讨论“奋发”这个主题。在12

班分析中，我最喜欢高一文商礼的呈现，他们的影片以“梦想”为出发点，不仅能

从中引出“奋发”这个关键词，在剪辑和拍摄等方面也表现得相当不错。除此，他

们还特别邀请了苏进存校长和李荣兴副校长作为采访对象，这是让我意想不到的。

至于我们高一文商平的呈现，前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最先是从班级生生互助小组

进行各组讨论。每到班会之际，我们会先进行“班级论坛”，由班上的同学投票选

出最终呈现主题，过程中每个同学都有提出个人意见。

看出各班认真与细心准备
杨智鸿（高一文商和）

我是自愿当上主持人的、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担任主持，主持稿

基本是在一周之内准备妥当。当然，在撰稿过程中免不了被老师多番

修改，毕竟这是级联论坛，所以主持稿既要有严肃成分，也得具备些许轻松和欢乐

的成分，这对我来说还是很难调节的。全体高一集结一块，从各班表达对“奋发”

的想法与呈现上，足见各班都有发挥自身创意去善加准备，这让我非常激赏。当

然，每班的呈现都让我印象深刻，无论是表演，脱口秀又或者是以mv的方式呈现，

都能看出来他们的认真与细心准备。

获得上台呈现良机
黄祥瑞（高一理忠）

对我而言，能受到朋友的邀请呈现，是一个千载难逢之良机。即

使准备的时间不多，然则最庆幸的是呈现效果比预期还要好。纵使以

往曾有过上台经验，但面对这次的呈现，心里还是免不了紧张。至于准备工作，我

们先是自己撰稿，然后找老师一同彩排。至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呈现，我认为是高

一文商义的影片，因为他们的拍摄手法不仅十分专业，也很有创意。影片中有一幕

出现排球，这让我想起了“排球少年”这部动漫，让我感到极为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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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级联论坛  《责任·光芒》
采访报道 / 甘于卿（高二理仁）、郭谚嗪（高二文商平）

□ 高二理义班慷慨激昂的诗歌朗诵表演下拉开了级联论坛的序幕。

“千百年以来，人类拥有许多美好的品德，而

强烈的责任感便是其中一道闪耀的光芒，在一颗

颗赤子之心中放光。正是因为有了强烈的责任感，

任何一位平凡人都得以闪耀着光芒。他们勇于承

担责任，有不懈的毅力，完成使命才得以造就辉

煌。”8月23日（星期二）下午2时，全体高二级同

学在潘斯里杨陈开蓉大讲堂进行了一年一度的高二

级联论坛，主题为“责任·光芒”；并由高二文商

平王羿笙同学和高二文商礼甘舒卉同学共同担任司仪。

论坛在高二理义班慷慨激昂的诗歌朗诵表演下

拉开了序幕。他们提到，“责任是人的骨架，人没

了骨架，就变成了纸马，就变成了一幅画”。诗歌

里述说着各种职业的“责任”，而学生的责任正是

陶冶情操、学好知识文化。

接着，来自高二理仁的陈子正同学、黄家伟同

学、邱芷冰同学及翁丽晴同学为全体高二级师生表

演相声。他们表达身为学生，彼此所扮演的角色林

林种种，譬如班上和学会的执委，每个职位都有自

身责任之所在，我们也该尽我们的责任，去做好自

身之分内事。因此，身为学生也该要有学生的风貌

与德行，因为这是学生的“责任”。

□ 高二理仁呈献相声表演。

□ 高二文商平通过戏剧表演——《昼夜狂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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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高二文商平通过戏剧表演——《昼夜狂

想曲》为同学们传达“责任”之意义。表演中的男

同学，因未尽自身作为朋友、孩子及学生的责任，

而被身边的人指责批评。正是在一连串的事件以

后，男同学透过独自思考来发掘“责任”的定义与

意义。

随后，论坛播放了由高二理忠制作，改编自毛

不易《平凡的一天》之音乐视频，该视频接地气

呈现了学生在校的日常。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歌

词提到了“背上行囊从不曾放下，就这样细数着步

伐，继续吧，就让责任催着我长大”，昭示着学生的

每一天虽看似平凡，但其实却背负着不少的“责任”。

接着，高二文商廉的林虹铨同学及程泺溢同学

携手合作，为全体高二级师生演讲了《责任的光

芒》。他们提到，“负责任”可以使学校、社会及

世界更加美好。因此，作为学生亦应勇于承担责

任，不辱使命地积极贡献、回馈社会，就能缔造出

万丈光辉、照耀世界。

之后，轮到高二文商勇以“音乐剧”的形式诠

释了“学生的责任”，主题名为《这，是我》。首

先由勇班的6位同学以戏剧的形式，诠释了“学生

的责任”，随后由颜钰敏同学、郑柔颖同学及林彤

晏同学领唱了一首《This is me》。“与其抱怨作

业和测验很多，不如把课业当成闯关游戏。”勇班

传达了一重要理念——学生的“责任”其实不少，

学生应在课业上勤奋学习，上课时主动积极、与同

侪间互助友爱；在为人处事而言，学生在学内应当

尊师重道，在家亦应体恤父母，让自己热爱生活、

履行责任。唯有如此，“责任”的光芒才能得以在

彼此身边光耀万丈、照亮群众。

紧接着，来自高二理孝的陈铭洁同学、钟秄卫

同学及郭椀薇同学以“小论坛”的形式，分享并诉

说了各种身份应有的“责任”：铭洁同学表示，公

司领导是员工的精神支柱，有凝聚团队的作用，因

此，公司领导之“责任”可谓至关重要；秄卫同学

则提及，学生的“责任”是学会如何去学习，例如

临近考试时，学生应该学会如何规划时间、好好复

习，尽全力以应考。接着，椀薇同学亦分享了同侪

之间的“责任”。她提到，我们应该保护好他人的

隐私，并附上相应的“责任”。同侪之间，也应相

互尊重、互相信任，并适时给予陪伴。

□ 高二理孝以“小论坛”的形式作出呈现。

□ 高二文商勇以“音乐剧”的形式诠释了“学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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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则是由高二理信的萧乙恒同学、王勇程

同学及郑健隆同学以“访谈节目”的形式作出呈

现，他们分别饰演了主持人，嘉宾老师及嘉宾学

生。主持人先是播放一则关于“我国教育部长拿督

莫哈末拉兹曾说学生缺席不上课，或是老师教课沉

闷”的新闻，随后再与两位嘉宾深入探讨新闻内

容，并从中引出“学生的责任”。

紧接而来的，论坛上播放了一部由高二文商礼

制作，阐述“责任”之重要性的影片，影片所要表

达的是，人与责任其实无法分离，彼此拥有千丝万

缕的关系。“责任”是一种任重道远的义务，一句

价值千金的承诺，更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包袱。

接下来，由高二文商和的郑立婷同学及郑雯鍹

同学为全体师生演讲了《青春的责任》。她们提

到，在日常生活当中，“责任”其实如影随形、时

刻相伴，我们应当正视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

性。“责任”本来就不会改变我们的人格，因此，

我们也不必花时间去留住它，因为它就是我们习以

为常的事物。当我们承认“责任”的存在，就已经

有了所谓责任的光芒。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当我们

抛开这层光芒，看清“责任”的本质，其实可以发

现，它很人性化，也很世俗化。

“I know everybody on this island has a 

role on this island, so maybe I can roll with 

mine.”这股绕梁三日、蔚为天籁的悦耳歌声，来

自高二理爱和高二文商智的同学们，他们藉由合唱

曲目《How far I’ll go》，将“责任”之意义传

达给全体师生。过程中，还暖心地播放了各个班级

曾经拍下的照片。

最后，高二级联论坛在高二理爱及高二文商智

联袂带来的歌声中圆满落幕。

□ 高二理信以“访谈节目”的形式作出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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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协作至为关键
萧乙恒（高二理信）

身为这次级联论坛的表演者

之一，我认为能顺利地把这场演

出呈现在大家面前，就是我们最

大的“责任”。随着这次的级联

论坛圆满落幕与成功，我想彼此

都很好地诠释了“责任”这一词汇之意。今年各

班在级联论坛的呈现方式跟往年有颇大差异，让

整场活动变得更为生动、有趣与精彩。其中，让

我印象深刻的几场表演就包括了忠班的MV和勇

班的音乐剧。我从忠班的MV里看到了他们的创意

本意与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尤其是男扮女装的那

幕，让我记忆犹新；至于勇班的音乐剧，虽然我

只看了他们前几次的彩排，但根据那天在后台听

到观众的反应和欢呼声来看，我想大多数人也和

我一样，对他们的表演予以高度肯定。

至于我自己的表演，其实我们原本选择的

是“戏剧”，但后来碍于时间关系，便改成了大

家所看到的“日日秀”。“日日秀”的灵感，源

自台湾网红博恩的“博恩夜夜秀”，而我们选择

以这种方式呈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希望用一种

较为娱乐的方式传达出这次论坛的主题。因此，

团队协作是我们这场表演最为关键的因素，也是

我在这次论坛里得到的启发。虽然这次在台上的

只有我、健隆和勇程三人，但背后其实还有像祖

权和浩丞两位幕后人员在时刻协助着我们当天的

表演。最为重要的是班导师，他对于我们的表演

方式和内容给予了一定的自由度和肯定，让我们

在创作方面有了很大的空间。所以这次的“信班

日日秀”是由我们五位，加上班导师的支持和协

助下才得以顺利完成表演的，可以说，少了其中

的任何一人，我们都无法顺利完成这场表演。最

后，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至于我们会不会响

应大家的要求出“番外篇”？我想说的是，一切

皆有可能！

“责任”是品质，是美德
许玮倪（高二理义）

“ 责 任 ， 是 人 的 骨

架。”通过此次级联论坛，

让我更了解到“责任”是个

不容推卸的使命，是每个人

都应承担起的重量。人处社

会之中，其实身上都背负着众多责任以及

角色，诚如各班在此次论坛中所提到的种

种例子。居家中，我们是孩子，承担着孝

敬父母的责任；处校内，我们是学生，承

担着勤奋学习的责任；社会里，我们是公

民，担负着安分守己，遵从法律的责任；

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承担着对他人诚信，

信任以及尊重的责任。由此可见，“责

任”是一种品质，是一种美德，是人生道

路中必不可少的一堂成长课。级联论坛里

各班通过演讲、相声、诗歌朗诵、歌剧舞

台表演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将“责任”二

字演绎诠释得各有特色，其中最让我印象

深刻的，莫过于我所身在的高二理义所表

演的诗歌朗诵。箇中原因有二：其一，高

二理义是唯一全体携手上台演绎的班级；

其次，在诗歌朗诵的过程中，让我感受到

了高二理义的团结，气势以及配合。我很

高心能身为表演者的一份子，让我明白在

一场活动的筹备以及训练的过程中，其实

往往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通过不断地

操练，才能够在舞台上发光发亮。尽管仍

有瑕疵之处，但我们至少已尽最大努力去

完成此次论坛表演，这，何尝不是一种责

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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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外宾演讲：

《疫情下的生涯规划—我的未来路》
报道 / 吴欣颖（高三理孝）、吴芯仪（高三文商和）

  □ 拿督尤芳达教授

8月4日（星期四）下午2时，我校于潘斯里杨陈开蓉大讲堂为高三生举办

了外宾演讲，讲题为：“疫情下的生涯规划——我的未来路”，邀请了拉曼

大学（优大）校长拿督尤芳达教授担任主讲。 

随着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数字革命的历史进程，人类文明已然逐渐拓

展到新的阶段——“数字世界”，使教育的作用更显举足轻重，足以产生深

远意义。尤教授指出，在第4次工业革命中，我们必须培养有智能和有智慧

的员工——以前者而言，即具备不畏困难和挑战，不断学习，持续前进的心

态；以后者来说，则是须有同理心，作为机器人与人类世界之间沟通的桥

梁，毕竟要能了解客户的心理及需求，才能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

高思维及多智能发展

尤教授提到，21世纪的学习框架要求学生拥有高思维及多智能发

展，即是未来职场需要的“带得走的能力”。除了要具有符合21世纪的

学科知识与读、写、算等基本学习技能，更应具备“4C技能”，即沟通

能力(communication)、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及创新能力(creativity)，以及信息、媒休、科技、生活，还有专

业技能。

尤教授进一步补充，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Prof. Derek Bok曾提出一系列

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沟通交流、思考、人格塑造、公民素养的孕育与多样

化为伍、融入国际化社会及培养广泛的兴趣。尤教授亦不忘提醒，学生唯有

自强不息，愿意在其他方面作不断发展（如认知领域、技能领域、情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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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于此，尤教授以“认知领域”为例，认为学生可依序从记忆知识、理解

明白、实习应用、综合分析、评鉴判断及重新改造逐渐进步。

除此之外，尤教授还如是表示，未来的人才需具备两种特质：其一、刻苦耐劳，与时俱进；其二、具有

调节自我心理平衡和情绪的情商。他解释，根据JobStreet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企业筛选员工时，除了会观

察其人是否具备相关专业技能以外，解决问题的能力、抗压能力、工作态度以及沟通能力都是被纳入主要考

量范围的主要条件。

□ 讲演结束前拍，李荣兴副校长（右）赠送纪念品予主讲人拿督尤芳达教授，感恩主讲人无私的分享。

学习乐趣保持学习动力

“终身学习”很重要，而学习的乐趣正是主体

持续保持学习动力的一大关键。因此，尤教授建

议学生们选读自己喜欢的科系，如此一来，学生才

会更愿意为此投注时间精力，同时也能展现自身优

势。此外，好习惯的养成亦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成

功。例如，每天早晨至少翻看5页书籍，一个月累

计能阅读150页的书籍内容，一年即可达到1825页

的惊人数字。当然，常言道：“劳逸结合，方能事

半功倍”，因此，尤教授也劝导学生们在忙碌于课

业之余，也应积极参与课外活动，好丰富自身之生

活履历。

另外，适当地奖励自己，与同侪间建立良性竞争关系，也是提高自我积极性的方法。“穷则变，变则

通，通则达”，尤教授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出现，其实也是机遇的诞生。正因如此，学生应该以积极开朗的

态度面对重重挑战，努力将危机转化为养分，持续不断地滋养强健自身，以负重前行。

最后，整场演讲即在尤教授对众位高三学子的勉励——“人生是一场长跑，最后的赢家往往不是一开始

跑得快的人，而是坚持到底的人。未来是你们的，愿大家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中圆满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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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2.0

《情绪起伏不定？多愁善感？
—— 谈忧郁与躁郁症》 

采访报道 / 周可欣（高二文商礼）、杨心悦（初二平）

为了让师生更加关注心理健康之相关议题，同时对心理疾病拥有更多的

认知，辅导处举办了“拥抱生命系列讲座2.0”。8月2日（星期二），晚上8

时为此系列的第二场讲座，主题为“忧郁症与躁郁症”。当天讲座吸引了超

过350名校内外人士参与。本次活动邀请到邹升见医生主讲。邹升见医生是霹

雳安顺中央医院的精神专科医生，同时也是马大心理医学硕士。

邹医生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忧郁症及躁郁症。“忧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情

绪障碍，患者会长时间处于极度负面情绪中，其症状包括：明显而持久的情

感低落、兴趣减退、自我评价降低、认知功能减退、思维及反应迟钝、意志

消沉。此外，忧郁症患者通常也伴随着一些躯体症状，如：睡眠障碍、身体

部位疼痛、乏力、食欲减退、体重减轻、便秘、性欲减退；至于躁郁症亦属

于一种情绪障碍，现称为“双相情感障碍症”。躁郁症患者会经历极端的情

绪变化，其主要症状包括：情绪异常、睡眠需要减少、行动力增强、思维奔

逸、行为鲁莽、注意力不集中、异常自信、过度沉醉于玩乐。

  □ 邹升见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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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医生表示，忧郁症及躁郁

症的发病因素主要分为三大方

面：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环境

因素。“生理因素”，是指患者

本身生理方面的因素，如：忧郁

症和躁郁症皆具遗传性，会受先

天基因影响；“心理因素”则是

指一个人的性格及其过往经历

所造就的发病因素。其中，较容

易患上忧郁症及躁郁症的群体包

括：完美主义者、曾经历童年创

伤的个体、家庭失和者、依赖性

较强、抗压能力低的人；“环境因素”指的是患者身处的环境所造成的因素，如：若一个人从家庭、学校、

社会等承受过大压力，就极有可能促成忧郁症或躁郁症。

邹医生提及，治疗忧郁症及躁郁症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其一，心理治疗。常用的心理治疗有认知行为

治疗（CBT）、家庭治疗、心理动力学疗法（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群体治疗（group therapy）

等等；其二，药物治疗。这种治疗法主要是针对中度以上的发作个案。医生一般会开的药物有血清素再吸收

抑制剂类抗抑郁药物（SSRI）、情绪稳定剂与抗精神病药物；其三，改善环境因素。通过身边的人不断给予

患者的支持，可以大幅度减少环境对患者所带来的伤害。

最后，邹医生也不忘提醒，人只有在

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以后，才能确保自己

的心理健康得到保障。同时，他也希望大

众可以减少对情绪障碍患者的歧视，并尽

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这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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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具体测试来判
断自己是否为“忧郁症患者”？

答：可以，我们能通过互联网找到一些免费的测

试，如：DASS score 和 BDI。

问：若做了测试后发现自己有一些符合忧
郁症的症状，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答：建议寻求精神科医生或心理科医生等专业人士

的帮助。

问：情绪障碍患者是否可以通过忧郁症或
是躁郁症的自救书籍，帮助自己走出负面
情绪？

答：可以，但必须保证书籍的内容符合自己的病症，

因为有些书籍可能会误导病人去往另一个方向。

问：严重的自残行为是否跟“忧郁症”有
联系？

答：大部分情况下是有联系的，但自残的行为并不

一定全由忧郁症引起。自残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也

可能包括精神分裂、躁郁症等等。

问：若一个人具有自残或自杀的念头，但
没有持续地感觉到悲伤难过，这样的情况
与忧郁症有关系吗？

答：以邹医生的个人经验来说，这种情况可能属

于“持续性忧郁症”。其不会感到伤心的原因，很

可能是因为患者的潜意识已经将脑里的负面情绪压

制了，就如同身体所开启的“防备模式”一般。

问：持续性忧郁症（dysthymia）和忧郁
症（depression）主要的差别是否只在
于患病的时间长短？

答：除了时间上的差别，持续性忧郁症与忧郁症相

较起来，前者更难被发现，且持续性忧郁症患者一

般会长期处于心情低落的状态。

问：“情绪障碍”患者在服用药物后，一
般上需要多久才会见效？

答：“情绪障碍”是需要长时间治疗的，短期内并

不能看到显著效果。

问：“癫痫者”是否比一般人更容易患上
躁郁症？

答：是，但比起躁郁症，癫痫者患有忧郁症的风险

更高。

问：持续性忧郁症是否会造成“思觉失调
症”？

答：持续性忧郁症并不会直接造成”思觉失调症”

，但比较严重的忧郁症患者会出现类似思觉失调的

症状，如：妄想、出现幻觉。

问：若“躁郁症”没有持续治疗，恶化后
患者是否会有暴力倾向？

答：是有这种可能，但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不一定

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问：“帕罗西汀”（Apo-paroxetine）
是治疗忧郁症的药物吗？服用后会有后遗
症吗？

答：“帕罗西汀”是一种治疗忧郁症的药物，它普

遍会引起一些副作用，包括：兴趣减低、睡眠被影

响等。

Q&A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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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应受大众关注
黄俊倪（高二理仁）

在我看来，学生群体当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心理疾病，

包括我本身近期在情绪上也面对一些问题。因此，这次会选择参与讲

座，主要是为了了解更多有关心理方面的知识，如：忧郁症及躁郁症的症状，同时

判断自己是否患上了心理疾病。其中，我从这次的讲座中学习到了许多新知。在讲

座前，我只知道躁郁症患者容易感到暴躁。但邹医生还提到，躁郁症患者除了容易

感到暴躁之外，他们还容易感到兴奋，且思考速度特快，这些资讯是我此前所不知

的。此外，我认为了解自身之病情起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现今社会有

许多人因生活紧张，而将病情一拖再拖，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对此，我们应该充

分了解自己的内心情况，多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

陪伴的重要性
黄筠棣（初二平）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忧郁症的视频，心中一直对忧郁症与

躁郁症感到好奇，因此就选择参与了这场活动。透过这场讲座，我学

习到了许多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在我班上有位同学，他对心理学很感兴趣，手

里总是捧着一本心理学的书。于是，好奇的我就曾向他借阅，在阅毕该书后，我一

度为心理学挂上“无聊”的标签，但这场讲座完全改变了我这种想法，我也从中发

现到心理学的奥妙。问答环节中，邹医生对每一道问题都回答得十分详细，因此也

让我印象更深刻。整场讲座下来，我个人认为抑郁症患者最需要的，其实就是“陪

伴”。因此，若我们身边有人患上情绪障碍，我们应当给予更多陪伴及鼓励，让他

们发现到自身的闪光点，帮助他们逐渐走出负面情绪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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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2.0

《停不下来的担忧—谈焦虑症》

采访报道 / 颜怡恩（初二信）、朱雨晴（初一平）

我校辅导处在7月26日至10月4日期间，于Zoom平台主办了“拥抱生命系

列讲座2.0”，当中有6场关于心理学的讲座，希冀能让师生对各种心理疾病

有更深入的了解。其中，备受学生们关注的《停不下来的担忧—谈焦虑症》

讲座会，则于8月16日（星期二）主办，讲师为邹升见精神科医生。

邹医生提到，“焦虑”其实是每个人从小到大普遍都会有的感受。焦虑

不一定是负面、病态的，适当的焦虑是一种天生的保护屏障，不仅能让你

预期着面对困难，还可以激发人的潜能，帮助人们克服各种严峻的挑战。但

是，若焦虑情绪持续时间太长，焦虑程度与客观事实或处境严重不符，焦虑

情绪已然导致主体在日常生活、社交、人际关系等处理方面受到严重影响，

这就是所谓的负面焦虑—— “焦虑症”了。

  □ 邹升见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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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医生指出，焦虑症可分为“广泛性焦虑”（generalised anxiety）和“恐慌发作”（panic attack）

。“广泛性焦虑症”有2大症状：情绪症状与躯体症状。其中，情绪症状包括：个案经常出现过分担心、紧张

害怕的心理反应、情绪异常浮躁、个案在没有特定对象或内容的前提底下却产生诱因、整日处于担忧状态、

易失控或被激怒等。躯体症状则包括：坐立不安、身体乏力、集中力降低、肩膀酸痛、紧绷及睡眠干扰。

不同于广泛性焦虑症，“恐慌症”可分为躯体症状与思维症状。邹医生解释，当主体频频出现失控感、

虚幻感或濒死感，就很可能是恐慌症的思维症状；至于头晕、作呕、胸闷、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喉头紧

塞、肚子绞痛、皮肤出汗、全身发抖或麻痹，则属于躯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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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医生说，焦虑症的病因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当中就包括了最常见的遗传。家族中的成员要是有相关

病史，其亲属之得病率也会随之升高。其次，药物和酒精也是焦虑症的病因之一，滥用以及戒断期间都会导

致或加剧焦虑症。此外，主体的个性也影响着患病率，如天生偏神经质的人更容易患上焦虑症。最后，一些

曾亲身经历或目睹伤害，以及压力累积过多的人也比常人更容易患上焦虑症。

焦虑症与抑郁症的治疗方法大同小异，主要都是靠心理治疗以及药物治疗。以控制焦虑来放松身心的“

认知行为治疗”（CBT），是目前公认较有效的心理治疗方式。安定类药物（benzodiazepines）以及抗抑郁

药（SSRI-血清素）则是目前公认较能舒缓相关症状的药物。心理治疗以及药物治疗并无高下、各有所长。心

理治疗虽然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但之后都不会有药物的副作用；而药物治疗则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副

作用，但药物治疗的成效较快，也不许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以及精力。当然，常言道“预防胜于治疗”，能常

保健康生活以及维持良好心态，能让我们有效避免焦虑症。

在讲座结束之前，邹医生还特别提供了一个名叫dass score的焦虑调查网站，以俾参与者适时进行自我检

测、避免祸患。最终，邹医生开放了问答环节让参与者举手提问，整场讲座也在随后正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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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了解焦虑症症状 
陈若恒（初一平）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一个初一生要来参加这样负面的讲座？初

一生有烦恼吗？”

我觉得此番话说得不无道理。初一生的烦恼确实比不上高中生多，那为什么我

还要来参加此次讲座呢？主要是因为我想提早了解焦虑症的症状，看看这些症状有

没有出现在自己身上。假使真出现了，那我至少还有机会及时治疗，走出困境。试

想，倘若你是个焦虑症患者，可你却不知道自己患上了焦虑症，那岂不是一件可悲

之事吗？

讲座结束，我如愿地对收获了焦虑症症状的相关知识，这场讲座果然没令我失

望啊！出乎意料的是，除了认识焦虑症症状，这场讲座还彻底让我改变了对焦虑症

的认知。以往的我一直都认为焦虑症是指一种处在高压环境下所患上的心理疾病，

实则不然，一个人如果一味追求完美，或长期维持紧绷情绪，也会提高患上焦虑症

之风险。最后，我想对高中生说：“适当休息，别长期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认识焦虑症相关知识
池芷萱（初二信）

我参加这场讲座，主要是想了解焦虑具体为何物，以及一些缓解

焦虑的方法，因为我平时在课业上很容易感到焦虑。当我焦虑时，我

会更进一步地想充实自己的生活，好让自己忙起来，希望以此忘却课业上的焦虑。

当我处于过度焦虑时，我会选择睡觉，或是与朋友倾诉。参加这场讲座后，我认识

了焦虑症的种类，也学习到一些焦虑症的相关知识。总而言之，这场讲座让我获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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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五场爱阅读读书会

《生命奇迹小狐狸》电影分享会 
采访报道 / 陈信宇（初一和）、郑雪暄（初二义）

 □ 谢锡福老师

我校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及巴生兴

华中小学校友会于8月19日（星期五）晚上

7时30分，通过zoom平台举办了2022年第五

场爱阅读读书会——《生命奇迹小狐狸》

电影分享会，邀来谢锡福老师分享，并由

高二文商勇的黄语臻同学与高二理爱黄嘉

烜同学分别担任主持人与“有奖问答”活

动主持人。

《生命奇迹小狐狸》又名《子狐物

语》，改编自兽医作家竹田津实著作《小

狐狸海伦所留下的回忆》。该剧讲述了一

位名叫太一的小男孩，因缘际会下捡到了

一只既聋又盲的小狐狸。小男孩后来找来

了兽医，想治好小狐狸的残疾，可小狐狸

体重不足，难以进行手术。太一得知后，每天给小狐狸喂食，直至其体重达标为

止。可之后一经检查，却又发现小狐狸的残疾是无法被治愈的。最终，小狐狸的病

情逐渐恶化，在一个阳光普照，开满鲜花草地上，安详地死在太一的怀里。

谢老师解释道，电影主要表达的是“爱”与对“母亲”的致敬。“母亲” 代表

的是幸福。幸福不是没有痛苦，而是愿意接受痛苦、愿意荷负生命的重担、愿意让

彼此生命相互依靠。剧中兽医认为，太一不了解小狐狸的处境，因此不仅蒙上太一

双眼，还用耳塞塞住他双耳，让他切身体会小狐狸的世界。

谢老师表示，剧中的小狐狸是非常

特别的，不是因为它有所缺陷，而是那

份专属于它的坚持。正因如此，它才能

奇迹般地多活三周。虽然小狐狸最终不

免要挥别世间，但它最后呼出的一声“

母亲”，将似天空、阳光、风、大海，

以及满山的野菊和蒲公英般，常存世

间。生命在互靠互爱与耐心的过程中绽

放光明，那是发现光明、感受母爱、感

受色彩、幸福的奇迹。

□ 太一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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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奖问

答”活动不仅围绕着电

影剧情与谢老师的分享

提问，也提供同学发表

自身看法的机会。回答

正确或勇于发表见解的

同学，都可得到图书馆

所赠予之奖品。

□ “有奖问答”部分得奖同学与爱阅读读书会筹委老师合影，左起为图书馆黄英莲主任、主持人黄语臻（
高二文商勇）、林伟柏（初二和）、巫佳祥（高二文商平）、陈建明（高一文商智） 、汤紫瑶（初一智）
及林齐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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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助人的品质值得大家学习
严世永（初二义）

去年我曾通过朋友的介绍，看过这部电影的预告片，但由于抽不出时间

观赏，这件事在当时也就不了了之。近日翻阅电邮时，偶然发现了这场活

动，恰巧时间允许，于是便决定参加，也想说顺道缓解自己的压力。整部电影最让我印象

深刻的，是兽医以“换位思考”的方式，让太一体验小狐狸处境那个片段。这做法非常新

奇，所以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我认为剧中太一见到小狐狸时，立刻对小狐

狸施予援手，而非漠视它，这种乐于助人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现今社会，许多

人往往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即使看到周遭有人跌倒或受伤，大部分人都

会选择事不关己，像电影中的兽医刚开始一样以其他借口逃避。像太一那么纯粹，一心只

想帮助他人的善德，着实已不多见。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陈凯威（高二理仁）

我是第一次观赏《生命奇迹小狐狸》这部电影。我是笔耕坊的成员，也

是谢老师的学生。谢老师平时都会转发相关资讯到群组，所以我才知道有这

场电影分享会。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是很感动人心的。

这部电影主要是想表达“爱”。我认为电影的核心价值，足以解释太一为什么拼死拼

活，也必须要把小狐狸救活。太一从小狐狸身上看见了孤独，还有他自己的身影。电影中

曾出现这句话，“你的妈妈也丢下你了吗？”我认为太一其实也把自己当作那只小狐狸，

把小狐狸当成了自己。这是一种“移情”的心理作用。他给小狐狸受到的优待有多大，太

一自己渴望得到的母爱就有多大。

在电影分享会时，谢老师认为在剧中体现出爱的是，太一认为矢岛不能安乐死小狐

狸，因为小狐狸的生死只能由小狐狸自己决定。其实，当下我的感受反而是——“子非鱼

焉知鱼之乐？”诚然，一个人的命运理应由他自己去决定，这时太一或许会认为，任何人

都无法为小狐狸做决定。即便小狐狸无法开口说话，表达自己是否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

但是，专业的兽医懂得作出判断，他知道小狐狸已经无法被治愈，这样的持续苟活，只会

对它造成更深伤害。因此，在这种身体状况底下，再把生死的选择权交给小狐狸，其实是

没有意义的。

除此，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小狐狸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太一为小狐狸摘下鲜花，

直到他开心地跑到小狐狸所呆的草地时，这才发现小狐狸已经离去。这象征着快乐与希望

的花从太一瘫软的手上落下，缓缓地覆盖在小狐狸冰冷的身上，绕过了它，成为一朵安详

的哀悼花。这时的画面明明没有悲伤，但看着这一幕，我的心里却却悲从中来。

总而言之，我很满意这次的电影分享会，谢老师分享得非常精彩且仔细，让我了解到

很多我不知道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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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辩论比赛
采访报道 / 邱湘菱（初三礼）

为了提升宿舍生们的思辩论说能力，同

时学会换位思考，并且懂得从不同角度来看

待及理解事情，我校舍务处分别于6月18日和

21日两天的傍晚7时，举办了“宿舍辩论比

赛”之初赛及决赛。比赛筹委团邀请了朱键

鸿老师、朱伟杰老师以及2021年辩论校队毕

业辩手——陈玮德校友一同担任评审老师，

依比赛表现为参赛各组提供客观评价与建议。

此次共有四个组别参赛，故被分作两组

来进行辩论。初赛的辩题分别为“维持社会

秩序、法律还是道德更重要？”，以及“生

活在当代，幸福大於压力还是压8力大于幸福”。

本场辩论比赛之决赛场，同时也是决定

冠、亚、季、殿之奖项荣鹿死谁手的辩题，

分别是“选领袖应该选曹操还是选刘备” 

 □ 宿舍辩论比赛后合影。（第一排站左三起）朱键鸿老师、宿务处主任陈国华主任、朱伟杰老师及陈玮德
校友。

和 “灾难中的自私应不应该受到谴责”。当

天，各方辩手在比赛中都竭尽所能，以三寸不

烂之舌展坚决捍卫己方之辩说立场。

本次比赛共设有冠、亚、季、殿、最佳

人气奖和两位最佳辩手等七大奖项。在这两

场唇枪舌战、龙争虎斗的比拼中，“赢了对

面请吃”队过关斩将，荣获冠军殊荣；亚军

是来自初三学生的队伍；季军和殿军则分别

由“蔡徐坤真爱粉”和“小孩子吵架”两队

斩获。另外，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小孩

子吵架” 经由观众票选，成功获得多数观众

的青睐，获得本届比赛的最佳人气奖队伍。

至于两位最佳辩手之荣耀，则分别授予来

自“赢了对面请吃”的三辩——颜子杰，以

及“小孩子吵架”的一辩——黄健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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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辩论比赛得奖名单

冠军
赢了对面请吃

黄学照（高一文商平）

王宏正（初二爱）

颜子杰（高一理孝）

张晋维（高一文商和）

亚军
初三队伍

蔡业满（初三勇）

李琪琴（初三智）

何俊亮（初三信）

邱裕轩（初三和）

李明恒（初三和）

刘宇宗（初三勇）

季军
蔡徐坤真爱粉

黎祖铭（初一勇）

徐凯建（初一智）

叶釨寯（初一勇）

洪子翔（初一忠）

洪睿璟（初一智）

蔡正哲（初一勇）



39校园动态

享受比赛过程

王宏正（初二爱） 

打从入学起，我就对“思辩”特感兴趣。

去年也曾参加过“2021年线上的宿舍辩论比

赛”，只可惜止步于半决赛，所以不妨这么说，今年我是来

圆梦的。回想当初，无论是在备赛或是比赛的过程，我都十

分享受。看到对方的论点与自己的观察角度不同，从对方论

点进行分析拆解的思辩与论说过程，是辩论独有的快乐。另

外，说到本次比赛最为吸睛的部分，应是初赛的第二场：“

生活在当代，幸福大于压力还是压力大于幸福”。正方，也

就是对方辩友是“刻画类型”的辩手，他们编织出了一个大

大的“世界泡”；而反方，也就是我方，是通过逻辑推理的

思维方法来与之争锋，这恰好就是一场感性与理性的碰撞，

最终由我方险胜。另外，要说本次比赛中我最欣赏的选手，

实在是难以抉择，但若真的要给出一个答案，那我会选择本

队的三辩——颜子杰。在备赛之际，他给予了全队一个很好

的大方向，正式比赛时，他总会沉着冷静地提点我攻击的方向。

殿军
小孩子吵架

黄健耀（高二理忠）

萧袀纬（高二文商勇）

黄冠翔（高二理义）

古维凯（高二理义）

赛中觅自信

蔡业满（初三勇） 

由于我今年才刚加

入宿舍这个大家庭，就

想不如约上几个好友一起试试身手，

没想到竟拿下了亚军，真令我既意外

又惊喜。我在两场备赛和比赛过程

中基本都相当紧张，但我觉得最精彩

的，莫过于初赛，因为我当时的想法

和点子都很丰富，整个人随之自信了

起来。再来，说到我最欣赏的辩手，

当然是“赢了对面请吃”的王宏正，

他在赛场上的表现真令我甘拜下风。

总的来说，我觉得是队友的相互配

合，还有对方辩友的精彩表现，让辩论

比赛顺利进行且完美落幕。

最
佳
辩
手

“赢了对面请吃”三辩
   颜子杰（高一理孝）

“小孩子吵架”一辩
   黄健耀（高二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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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nual Forum Competition for Senior 
classes organis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YTL Hall on 2nd August 
2022. The aims of this competition are to promote 
the use of English, encourage public speaking 
among students and create students’ awareness on 
current and social issues. 

The participating panellists, comprising 
a chairperson, three speakers, and a reserve in 
each team, were free to pick any topic related to 
the provided themes. For the preliminary round, 
it attracted 39 teams in total, which was very 
encouraging. Each speaker shared their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interesting and relevant topics such 
as toxic beauty standards, the impacts of celebrities 
on youths, and sustainable habits to reduce waste. 
At the end of each presentation, the panellists had 
to respond impromptu to one question posed by the 
judges. Besides evaluating the in-depth knowledge 
of the topics presented, this Q & A session also 

served a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participants to 
demonstrat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fluency. 

This year,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an external 
judge, Mr Bernard Siow, an alumni, who won 1st 
place in The Fifth Asia Pacific Yout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etworking Forum in 2018 and was also 
the best speaker in the Selangor, Kuala Lumpur and 
Negeri Sembila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Forum Competition in 2019. Mr 
Bernard is currently studying law i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During the finals, Mr Bernard was overall 
impressed with the way the forum participants 
delivered their opening introduction to the forum. 
He believed that some teams were able to utilise 
effective hooks to capture the interest of the judges 
and audiences. He even mentioned how cooperative 
the forum team was when there was a technical 
issue with the mic. Besides, he felt very entertained 
throughout the forum competition. 

2022 Forum Competition 
The Voices of the Youth

 Reported by ELC

□ Excellent forum discussion about a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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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Guan Han (Best Speaker)
With this being my first time participating 

in a forum competition, the training was 
rough and I had a lot to learn and improve. 
I’m extremely grateful to have received 
tremendous amounts of support along the 
way and even more honoured to receive the 
Best Speaker award. Honestly, this was the 
last thing I expected to be walking home 
with but it was certainly the most pleasant 
surprise. I will definitely continue to work 
harder in the future!

However, he gave some constructive feedback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delivering their views during the forum. He advised the presenters to be natural speakers and 
be more genuine while sharing their ideas on a topic. Additionally, he felt the content was presented in depth 
by the participants as they had multiple viewpoints on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Nevertheless, he noticed that 
there were some viewpoints that were a bit seditious and could be controversial in a forum. He advised the 
participants to be more sensitive when delivering their viewpoints. All in all, he felt that our students did a great 
job, but 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 First Prize Forum Winner - S3 Wellington.

□ Best speaker - Tan Guan Han (S2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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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w are the Senior Level winners:

BEST CHAIRPERSON Siew Yue Ying 
(2017080) S3 Wellington 

BEST SPEAKER Tan Guan Han 
(2018393) S2 Chicago 

 CP: Chairperson;  P: Panellist;  R: Reserve
 

PRIZE NAME STUDENT NO. 

 
FIRST 

S3 Wellington 
 

CP-Siew Yue Ying  
P1- Koh Zhi Xiang  
P2- Jolynn Tan Ern Xin 
P3- Tan Wei Han 
R- Tan Yin Yin  

2017080 
2017372 
2017484 
2017527 
2017147 

 
SECOND 

S3 Adelaide 

CP- Lim Hung Xuan  
P1- Tay Kheng Han  
P2- Tan Zheng Yang  
P3- Julian Phut Chen Xian  
R- Eugene Lim Yen Kit  

2017041 
2017444 
2017363 
2017474 
2017109 

 
THIRD 

S1 Melbourne (2) 
 

CP: Fujiana Tanoto   
P1: Chan Hao Wen  
P2: See Sheng Tien  
P3: Hoh Hong Zou  
R: Liew Yue Jet  

2020662 
2019224 
2019485 
2019506 
2019460 

 
CONSOLATION 
S1 Melbourne (1) 

 

CP: Cheah Chung Wei  
P1: Leong Zhen Shuen   
P2: Lim Hui Ci   
P3: Eng Hong Xuan   
R: Lim Min Hao 

2019419 
2019192 
2019295 
2019216 
2019013 

 
CONSOLATION 

S2 Paris 
 

CP- Lee Yong Xin  
P1-Chew Ming  
P2-Tan Guan Han  
P3-Yong Wui Yan  
R-Khor Wei Ni  

2018114 
2018310 
2018393 
2018409 
2018350 

 
CONSOLATION 

S2 Chicago 
 

CP-Too Hui Ching  
P1-Ho Yin Love  
P2-Chew Ker Xin  
P3-Rachel Chiew Dhian Lin  
R-Ang Ruo Xu  

2018494 
2018357 
2018271 
2018515 
20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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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Poetry gives your mind a new way of thinking

 Reported by ELC

□ Presentation of certificates and gifts to S3 students.

The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is now in its 
third year. The overwhelming 213 entries caught the 
ELC teachers with surprise and joy. The appreci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has started to sprout in response 
to the effort that ELC has put in since 2019, when 
the poetry workshop was first introduced. 

The primary objectives of this competition are 
to inculcate a love of poem writing among students, 
to promote creativity, resourcefulness and self-
expression, and to promote universal values in a 
fun and creative way, through the medium of poetry 
writing.

The competition is open to Junior One to 
Senior Three students with any poetic style and 
on any subject. Overall, it could be seen that many 
students were motivated to write the  poem with the 
encouragement, guidance and motivation from the 
English teachers. Hence, this has made the judging 
more challenging as there were quite a number of 
exceptional pieces written by students. 

Six English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shortlist 
the six best poems from each level and it was 

indeed challenging to decide on the top best entries. 
We were also greatly honoured to have Associate 
Professor Dr. Too Wei Keo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to be the judge 
for placing the winners. 

The judges commented that there was a good 
and appropriate use of literary devices which 
include rhetorical questions, comparison, simile, 
imagery, inversion and rhyming schemes in the 
poem. Besides, there were a range of subject matter 
or themes, some of which intended to entertain the 
readers while others had significant life values added 
to it. However, it is encouraged for the future writers 
to come up with poems that require imagination 
and explore the use of assonance and alliteration 
in creating a more pleasurable experience and a 
meaningful atmosphere for the reader. 

We appreciate all participants for their active 
involvement and hard work, and we congratulate all 
winners on thei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o read 
the winning pieces, please visit the ELC Googl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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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entation of certificates and gifts to J2 students. 

Chan Xiang En (J2 Washington)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ELC for organising this amazing competition 

and providing everyone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it. I had never thought of entering a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but I’m glad that I did. I was absolutely shocked to see that I had won first 
placing as I didn’t think I could even make it in! I truly encourage everyone to enter competitions 

like this one. You never know, you might end up surprising yourself with the result you got.

Beneath the raging storms of waves,

hides a beautiful glowing cave.

Full of wonders and mythical creatures,

that holds the power of the future.

A golden dragon that speaks the truth,

and a colourful butterfly that brings you youth.

An owl that can grant you dozen of wishes,

guarded by snakes with poisonous hisses.

Flip a coin into the fountain,

it will cease the anger of the mountain.

A wooden piano covered in vines,

played a relaxing song for the shrine.

A shrine built by hundreds of strong men,

all they wanted was a longer life span.

The shrine built with gold and littered with pennies,

were mostly thrown by people who wished to be 
back in their twenties.

A ship destroyed by the angry storms of waves,

had soon sunken into the depths of the ocean.

It blocked the cave and has not been discovered for 
centuries,

then long after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histories.

Title of Poem: The glowing cave
by Chan Xiang En (J2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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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yse Ong Jia Xin (S2 London)
First off, thank you ELC for organising this competition! Poems are a beautiful way to 

express our thoughts as shortening lengthy sentences into enriching phrases requires time and 
effort. I like to write down any memorable details from my life, so when writing my poem, those 
fragments of reminiscence always help me all the way through. I highly encourage and promote 

poem writing to everyone as it i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ways to convey life's warmth and coldness. 

Age is 

When toilet rolls get thin, 

and red apples start rotting, 

When doors become creaky, 

and computers start buzzing. 

Age is 

When papers grow yellow spots, 

and threads are left with messy knots. 

When streaks of light glow in your hair, 

and traces of life leave scars so bare. 

Age is 

When fields become buildings, 

and your nights alone increase. 

When time becomes abundant, 

but your energy depletes. 

Age is 

When the clock stops ticking, 

And your heart stops beating. 

When life subsides from your bones, 

And the earth is now your home.

Title of Poem: Age 
by Elyse Ong Jia Xin (S2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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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2022

JUNIOR ONE

JUNIOR TWO

JUNIOR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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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ONE

SENIOR TWO

SENIOR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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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兴华中学

大专奖助学金暨清寒特优学生奖学金
共颁 11 万 6 千令吉予 12 名优秀校友

报道 / 陈敬谦老师  

□ 2022年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兴华中学大专奖助学金慈善基金及清寒特优学生奖学金慈善基金
的颁发仪式后合影。（坐者左起）李荣兴副校长、家协主席刘金城董事、董事会总务陈伟后、拿督李平福董
事长、苏进存校长、校友会主席叶进来董事及莫壮燕副校长，颁发及见证奖助学金的受惠仪式。

我校于8月17日（星期三）下午3时

半，进行2022年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

开蓉协助兴华中学大专奖助学金慈善基金

及清寒特优学生奖学金慈善基金的颁发仪

式。今年共有12名获国内外大学录取的校

友及教职员子女受惠，并于潘斯里拿汀斯

里陈开蓉会议厅出席该场颁奖仪式。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兴华

中学大专奖助学金及清寒特优学生奖学金

基金今年共颁发11万6千令吉予12位获奖

校友。其中，共有两位校友获得大专清寒

特优学生奖学金，即卢韦宏校友（复旦大

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系本科）及詹含章校友

（鲁汶大学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硕士），并

分别获得学士奖学金4万令吉及硕士奖学

金1万令吉。另外，10名受惠校友则获颁

共6万6千令吉的大专奖助学金，以资鼓励

及支持。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巴生兴华

中学大专奖助学金慈善基金自2018年颁发

至今已有70名校友及教职员子女受惠，总

颁发款额更达至53万令吉；而大专特优清

寒奖学金慈善基金至今则已颁发21万令吉。

当天的出席者有拿督李平福董事长、

家协主席刘金城董事、校友会主席叶进来

董事、董事会总务陈伟后，连同苏进存校

长、莫壮燕副校长及李荣兴副校长，颁发

及见证奖助学金的受惠仪式。师长们皆勉

励所有获奖的优秀校友，并祝愿他们鹏程

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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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清寒特优学生奖学金

1. 卢韦宏 | 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系

2. 詹含章 | 鲁汶大学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硕士

大专奖助学金

1. 刘子鸿  | American Degree Transfer Program (Business),  
                          Taylor’s University

2. 郑如恩  | 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学系

3. 华子晴  |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水产养殖学系

4. 李卓宁  | 国立中兴大学智慧创意工程学士学位

5. 孙振祥  | 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Taylor’s University

6. 吴国槿  | Bachelor of Management in Accounting  
                         (Honours),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7. 王芷萱  | 天主教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系织品设计组

8. 陈苡靖  | 国立嘉义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

9. Seishaa Shivanni A/P Ravi  | Bachelor of Medical  
           Bioscience,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10. Johnathan Peter Anthony  |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Actuarial Science, UCSI University

 □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将大专清寒优秀学生奖学金
颁发给卢韦宏校友，苏进存校长陪同。

 □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将大专清寒优秀学生奖学金
颁发给詹含章校友，苏进存校长陪同。



50 闪耀星光

2022 年巴生学联赛 

供稿 /  体育处

一直以来，学联运动比赛之时程主要是由教育局所拟订。由于今年的国定开学日为3月21

日，同时为了配合来临的9月即将举办的全国学联赛，故今年的巴生学联赛被安排从6月份开

赛，另外，所有的县级、州级学联赛亦须于6至9月短假前完成比赛。

近两年来疫情虽常处不稳定之状态，然则学校各项目队员在疫情期间皆致力于维系每周

线上训练的习惯，目的就是希望保持良好体能，随时应对各类比赛。

我们的共识向来是——无论对方再强，情况再恶劣，球员们都必须全力以赴，而不轻言

放弃，务求做到最好。

巴生学联越野赛跑 (22/6~23/6)
荣获女生乙组团体季军、男生乙组团体季军、女生甲组团体冠军、男生甲组团体冠军。

女生乙组：
团体季军：廖婉柔（初二孝）、黄薪橞（初三信）、郭丝盈（初三和）、苏锦慧（初三和）、 
           爱莎（初三廉）
第一名：郭丝盈（初三和）；第六名：爱莎（初三廉）；第十六名：黄薪橞（初三信）

女生甲组：
团体冠军：李恩惠（高一理仁）、馬彦芷（高一理爱）、陈凯萱（高一理信）、
           许筱恩（高二文商礼）、郑芷芯（高三文商礼）、苏盈祯（高三文商廉）
第二名：郑芷芯（高三文商礼）；第三名：许筱恩（高二文商礼）；第五名：陈凯萱（高一理信）；
第七名：馬彦芷（高一理爱）；第八名：苏盈祯（高三文商廉）；第十四名：李恩惠（高一理仁）

男生乙组：
团体季军：戴骏奕（初二仁）、陈仁燮（初三忠）、陈家玮（初三忠）、郭睿轩（初三仁）、
           陈炫均（初三和）、谢易伸（初三礼） 
第二名：陈炫均（初三和）；第十一名：陈家玮（初三忠）

男生甲组：
团体冠军：郭睿铭（高一理爱）、杨竣丞（高一理爱）、叶琪煜（高一理爱）、杨凯丞（高二理信）、
           王治健（高二理信）、林攀盛（高二文商勇）
第一名：杨竣丞（高一理爱）；第二名：叶琪煜（高一理爱）；第三名：林攀盛（高二文商勇）；
第四名：王治健（高二理信）；第十名：杨凯丞（高二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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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赛跑
荣获女生乙组团体季军、

男生乙组团体季军、

女生甲组团体冠军、

男生甲组团体冠军。

巴生学联篮球赛 (27/6~1/7)
荣获男生乙组冠军、女生乙组冠军、女生甲组亚军、男生甲组亚军

巴生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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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学联篮球赛 (27/6~1/7)
荣获男生乙组冠军、女生乙组冠军、女生甲组亚军、男生甲组亚军

男生乙组冠军
陈政卫（初二爱）、林泉锦（初二和）、林秋森（初二智）、陈瑞豪（初三忠）、张敬贤（初三忠）、
陈冠旭（初三仁）、何俊亮（初三信）、王绥涛（初三义）、陈垠志（初三义）、陈炫均（初三和）、
罗浚豪（初三和）、陈峄轩（初三礼） 

女生乙组冠军
邬秄蒽（初一信）、陈柔杏（初一勇）、陈慧欣（初二义）、严宇虹（初二信）、林莉恩（初二和）、
赖惠盈（初二礼）、朱家慧（初三忠）、王僅惠（初三义）、陈宇琪（初三和）、林慧娟（初三平）、
吕颖倩（初三礼）、爱莎（初三廉）

女生甲组亚军
黄曼宣（高一理仁）、蔡宛好（高一理爱）、杨恩惠（高一文商廉）、赵于萱（高二文商平）、
宜杏蔡恺欣（高二文商礼）、刘玮盈（高二文商勇）、林雅雯（高三理爱）、陈艾嘉（高三文商和）、
邱子芊（高三文商义）、黄曼盈（高三文商平）

男生甲组亚军
吴航笠（高一理孝）、郑立洋（高一文商礼）、黄家熙（高二理孝）、李浩维（高二理爱）、
王治健（高二理信）、徐浩捷（高二文商智）、黄碧仁（高二文商勇）、苏宇航（高二文商勇）、
梁予恒（高二文商勇）、黄嵩淯（高三文商平）、张殷豪（高三文商智）、刘建铭（高三文商勇）
 

巴生学联羽球赛 (12/7~15/7、18/7)
荣获男甲单打季军、男甲双打季军、女甲单打季军、女甲双打季军

男甲单打季军：王耀斌（高二文商勇）
女甲单打季军：许子瑶（高二文商和）
男甲双打季军：李嘉丰（高三文商勇）、王耀斌（高二文商勇）
女甲双打季军：许子瑶（高二文商和）、胡弘亦（高二文商和）、廖欣宜（高一文商义）、 
                周恩琪（高一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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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学联排球赛 (18/7~21/7)
 荣获女生乙组季军、女生甲组冠军、男生甲组季军

女生乙组季军
简梓婷（初一忠）、陈嘉彦（初一信）、黄韵淇（初一信）、关宜筠（初二仁）、戴易安（初二智）、
陈蔼琳（初三仁）、黄靖伊（初三仁）、郑颂洁（初三爱）、高子琋（初三信）、高慜轩（初三礼） 

女生甲组冠军
罗意雯（高一理忠）、杨佩瑜（高一理孝）、陈悦（高一理孝）、陈紫彦（高一文商义）、
王于恒（高二理仁）、胡弘亦（高二文商和）、莫瑞淇（高二文商平）、叶静茹（高二文商勇）、
叶静雯（高三理爱）、方颖颖（高三理爱）、许瑞浠（高三文商勇）  

男生甲组季军
梁文杰（高一理仁）、李显德（高一文商礼）、陈伟翔（高一文商廉）、吕镇添（高二理忠）、
黄健耀（高二理忠）、颜志耀（高二理爱）、郑凯阳（高二理爱）、杨暐康（高二文商平）、
何一汎（高三理仁）、陈启轩（高三文商廉）、叶智耀（高三文商智）、黄汶凯（高三文商智）   

巴生学联乒乓赛 (26/7~27/7)
 荣获男乙单打冠军、男甲单打季军、女甲单打季军

男乙单打冠军：邹炜骏（高一文商平）

男甲单打季军：林于捷（高三文商勇）

女甲单打季军：陈紫彦（高一文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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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学联乒乓赛 (26/7~27/7)
 荣获男乙单打冠军、男甲单打季军、女甲单打季军

巴生学联田径赛 (25/7~29/7)
我校本次共摘下15金、15银、9铜，成功刷新1项大会记录，同时荣获全场总

亚军。苏盈祯同学与林攀盛同学分别取得女生甲组最佳运动员与男生甲组最佳运动
员之彪炳战绩。

女丙
100m跨栏铜牌、200m跨栏铜牌：傅苡家（初一和）

3000m竞走第五名：廖婉柔（初二孝）

100m银牌、200m银牌、三级跳银牌：叶恩宁（初三智）

400m金牌、跳高金牌：谢苇曦（初三礼）

800m铜牌、1500m银牌：郭丝盈（初三和）

200m跨栏银牌、三级跳金牌：苏锦慧（初三和）

3000m竞走金牌：黄薪橞（初三信）

4x100m金牌：陈蔼琳（初三仁）、高子琋（初三信）、苏锦慧（初三和）、谢苇曦（初三礼）、

                爱莎（初三廉）、叶恩宁（初三智）

4x400m金牌：黄薪橞（初三信）、苏锦慧（初三和）、郭丝盈（初三和）、谢苇曦（初三礼）、

                爱莎（初三廉）、叶恩宁（初三智）

男乙 

800m铜牌、2000m障碍赛铜牌：陈家玮（初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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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甲
800m铜牌、5000m竞走银牌：许筱恩（高二文商礼）

1500m金牌、3000m银牌：马彦芷（高一理爱）

1500m银牌、3000m金牌：郑芷芯（高三文商礼）

5000m竞走金牌：苏盈祯（高三文商廉）破大会记录

100m跨栏银牌、400m跨栏金牌：陈艾嘉（高三文商和）

400m跨栏铜牌：陈凯萱（高一理信）

跳高银牌、跳远银牌、三级跳铜牌：林姿杏（高二文商智） 

铅球银牌：邱敏慧（高二文商勇）

七项全能金牌：郭丝霓（高三理仁）

4x400m银牌：李恩惠（高一理仁）、马彦芷（高一理爱）、陈凯萱（高一理信）、 

                 许筱恩（高二文商礼）、陈艾嘉（高三文商和）、郑芷芯（高三文商礼）

男甲 

800m金牌、1500m金牌：林攀盛（高二文商勇）

1500m银牌、3000m银牌：杨竣丞（高一理爱）

3000m金牌：叶琪煜（高一理爱）

10000m竞走金牌：王伟安（高一文商平）

10000m竞走铜牌：陈柏维（高二文商平）

八项全能第四名：郑诘宏（高二文商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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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15岁以下青年杯篮球赛 (11/6~10/7)
我校健儿于2022年6月11日至7月10日期间参加雪州15岁以下青年杯篮球

赛，其中共有12支男队、7支女队报名参加，球赛从11/6开赛，赛程主要安排于每
周六、周日进行。经过长达一个月来的激烈竞逐与龙争虎斗以后，我校荣获女生组
冠军、男生组亚军之傲人战绩。

同时，我校亦有8名男球员及10名女球员入选“雪州初选州手“，再经选拔之
后，共有5名男球员及10名女球员成功入选为”雪州州代表”，他们将会在9月份
短假3/9~11/9期间远赴彭亨州而连突，参加第29届大马篮总/美禄/林文泽杯全国
15岁及以下青年篮球锦标赛。

男生组亚军
洪敬维（初一义）、林秋森（初二智）、王绥涛（初三义）、林友祥（初二孝）、陈瑞豪（初三忠）、

陈垠志（初三义）、陈政卫（初二爱）、陈运助（初三忠）、陈炫均（初三和）、郑凱烽（初二爱）、

陈冠旭（初三仁）、陈峄轩（初三礼）、林泉锦（初二和）、何俊亮（初三信）、陈子言（初三勇 ）    

女生组冠军     
邬秄蒽（初一信）、陈慧欣（初二义）、林慧娟（初三平）、陈柔杏（初一勇）、赖惠盈（初二礼）、

谢苇曦（初三礼）、吴善紫（初二仁）、朱家慧（初三忠）、吕颖倩（初三礼）、严宇虹（初二信）、

王僅惠（初三义）、爱莎（初三廉）、林莉恩（初二和）、陈宇琪（初三和）、林莉（初三智） 

入选雪州初选州手名单

男生组
∂ 陈政卫（初二爱）、∂林泉锦（初二和）、∂林秋森（初二智）、∂陈瑞豪（初三忠）、

王绥涛（初三义）、陈垠志（初三义）、∂陈炫均（初三和）、陈峄轩（初三礼） 

女生组 

∂邬秄蒽（初一信）、∂林莉恩（初二和）、∂陈慧欣（初二义）、∂赖惠盈（初二礼）

∂朱家慧（初三忠）、∂陈宇琪（初三和）、∂林慧娟（初三平）、∂谢苇曦（初三礼）

∂吕颖倩（初三礼）、∂爱莎  （初三廉）

∂ 为成功入选雪州州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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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BJ U19 VOLLEYBALL CHAM 2022
 (2/7/22)

我校健儿于2022年7月2日参加了MFBJ U19 VOLLEYBALL 
CHAM 2022。此项比赛由MFBJ主办，比赛地点设在波德申(Pasir 
Panjang Port Dickson)。这次之所以会参赛，主要是想让学生有更多
机会参与比赛，好积累实战经验。经过一连几场的激烈角逐，我校成功荣
获男生组季军，具体获奖名单如下所示：

男生组季军
梁文杰（高一理仁）、李显德（高一文商礼）、陈伟翔（高一文商廉）、吕镇添（高二理忠）、
黄健耀（高二理忠）、颜志耀（高二理爱）、郑凯阳（高二理爱）、杨暐康（高二文商平）、
何一汎（高三理仁）、陈启轩（高三文商廉）、叶智耀（高三文商智）、黄汶凯（高三文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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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their way to recognition!
8 Hinhuarians Awarded as Top Participants 

in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2022

 Reported by ELC

□ The winners of 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2022.

Our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Bradley Lau 
Wei Jian, Chan Yee Qi, Eugene Lee Xin Zhe, Evelyn 
Lee Kai Ying, Lim Xin Yee, Tee Song Jie, Yew Jin 
Qian and Yu Kai Jun on their achievement in the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2022! 

In its 9th year, the competition aims to equip 
secondary-level students with skills such as English 
proficiency, critical reasoning, creativity, as well 
a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at will prepare them 
for their future. Sunway Education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Professor Elizabeth Lee said she 
hopes to instil a sense of pride for our country and 
unity among races in our students.

With the theme “Humility”, participants in 
Category A (Form One to Three) were asked to write 
a 200 - 350 word essay on “Malaysia is a country 
with religious diversity. Discuss how mutual respect 
can help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coexist harmoniously.” Meanwhile, Category B 
(Form Four to Five) needed to write a 500 - 650 

word essay on the topic, "Malaysia is a multiracial 
country. Make an argument for a more inclusive 
school that values the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perspectives of its students and outline the benefits 
this would bring."

A virtual announcement ceremony was held on 
16 July 2022 to honour and recognise all winners 
and participants of the Sunway Oxbridge Essay 
Writing competition. There were a total of 2,494 
submissions from 383 schools. Top 50 winners, 
selected from each category, were announced 
virtually on that day. A total of 8 students from our 
school received the top participant award, and were 
presented with e-certificates.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Top Participant Award 
recipients on their exceptional achievement once 
more. We hope they will continue to sharpen their 
literary skills and realise their literary goals in the 
near future.



5959闪耀星光

Recipients of Top Participant Award:

CATEGORY A: FORM 1 - 3

Lim Xin Yee (J2 Melbourne), Tee Song Jie (J3 Washington) ,
Chan Yee Qi (J3 Chicago), Eugene Lee Xin Zhe  (J3 Chicago) , 
Evelyn Lee Kai Ying (J3 Chicago), Yew Jin Qian (J3 Ottawa) , 
Yu Kai Jun (J3 Ottawa), Bradley Lau Wei Jian (J3 Ottawa) 

Lim Xin Yee (J2 Melbourne)
When Ms Chua posted an assignment about the competition, I showed 

no interest. However, I still decided to take part in it in order to gain bonus 
marks. I referred to the slides provided by Ms Chua, and did some research 
on the topic of the essay. When I saw my name appear on the list of top 

participants, I was shocked and ecstatic. I am honoured to be one of the top participants 
in the competition. I’d like to thank Ms Chua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this competition.

Eugene Lee Xin Zhe (J3 Chicago)
To be honest, I was quite taken aback when I was informed of being one 

of the top participants in this competition. However, it was actually not that 
surprising as I had treated this competition seriously throughout the whole 
writing process. I listed out all the points that I could think of and spent time 

doing research on the topic. Then, I wrote my essay and revised it based on the comments 
given by my teacher. In short, I realised that we should read more books and model essays 
to improve our writing skills and at the same time broaden our knowledge on the use of 
vocabulary to express our ideas on the topic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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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雪隆森教师专业成长研修日：

历史和地理轴线上的马来半岛  

寻找大历史底下的小故事和铁证
白伟权博士：透过田野调查了解周遭历史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专任助理教授白伟权博士提到，生活周遭的地名、路名

或学校的名字，都是大历史底下的小故事和铁证，透过田野调查去寻找及了解背后

的历史，将会发现有趣的故事。

白博士认为，马来西亚的历史是既无趣又是有趣的，“无趣”之处在于（历史

人物）名字很难背，但只要看看生活周遭包括一顿饭、一间庙、一条路名是怎么来

的，就会发现历史课本里所读的内容，其实是可以摸得到，同时也会发现在课本读

到的历史，对周遭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白博士是受我校历史、地理与社科教研组的邀请，出席于8月27日（星期六）上

午8时，在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举办的《2022年雪隆森教师专业成长研修日：历史

和地理轴线上的马来半岛》专题讲座时，发表了上述想法。除了我校历史、地理、

社科、华文与商科教师的参与外，本次亦邀请了雪隆森10所独中相关科目的教师及

董总学科代表参加，共147名与会者共聚一堂。

错综复杂的历史交流

针对不同地区或群体对历史具体内容的认知会有所不同，白博士如是指出，历

史不是独立的橱窗，不是这个格子放这东西，那个格子放那个东西，而往往会有错

综复杂的交流，就像面子书（facebook）那样，他举例，瑞天咸与康有为的关系很

好，但课本并不会提及。我希望能建立地方与

地方、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白博士在其最新著作《赤道线的南洋密

码：台湾与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

中，即透过实地的历史田野调查、文化踏查、

文学故事的接引，重新捕捉失落的历史细节，

呈现台湾与马来半岛的文化交织现象。

  □ 白伟权博士

□ 《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
湾与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
野踏查志》白伟权博士著。



61兴华教研

当天，白博士以“解读马来

半岛的基因图谱”和“横向跨界

的历史：跨域交融的人与事”两

大主题，分享其著作中的研究内

容。谈及“基因图谱”时，白博

士提到，应从族群、政治、经济

与环境四个部分，来解读一个地

方的特色。

他举例，甘蜜、港脚以及百

年新加坡与柔佛历史的基因图

谱，就含括当地属热带气候、高

温多雨（环境），适合种植胡

椒、甘蜜（经济），当新加坡土

地不足，北部的柔佛土地面积广

大（环境），柔佛天猛公便邀请

新加坡的华人到柔佛种植甘蜜，

并落实港主制度（政治、族群）。

□ 白伟权博士受我校历史、地理与社科教研组的邀请前来我校开讲。左起为林志康老师、历史组科研组组
长符彩英老师、社会科学教研组组长严伟扬老师、李荣兴副校长、白伟权博士、许梅韵副校长、谢锡福老
师、地理科研组组长黄慧韵老师及黄晓云老师。

□ 白博士提到对于台湾的读者而言，马来半岛其实入门不难，因为马来半
岛与台湾岛无论在自然或是人文环境上，都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疆域轮
廓上，半岛和宝岛都呈现了蕃薯（地瓜）的形状，并且在地形上同样有着
贯穿此蕃薯的中央山脉，因而将整个区域分为东部和西部，此东、西部在
区域发展上也呈现着西部发达东部迟缓的型态。

纵向横向的历史寻根

白博士提到，研究历史可以从“纵向寻根”与“横向寻根”两个向度进行。他以柔佛新山的小镇为例，

指出当地有部分民众，尤其是潮州籍贯者会祭拜“感天大帝”，但所使用的香炉却写着“大伯公”，这会让

人误以为是错置。但透过“纵向”的寻根，到中国潮州进行研究，才发现其实当地人早已把“感天大帝”称

为“大伯公”。这表示，原乡对神明的认知会不断传承，甚而会影响现今新山人对神明的认知。

至于“横向寻根”的部分，白博士解释道，其实就是一种比较。他举了“地主公”的例子，并进一步指

出，马来西亚华人在家中供奉的地主公，其神牌上会写着“唐番地主财神”的字眼，台湾则写上“地主神”

，泰国则是“中泰地主”，而越南更是直接安奉地主公的金身神像。



62 兴华教研

因受到疫情的阻隔，导致雪隆森独中教师专业

成长研修活动停办两年，我校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

校长在致欢迎词时表示，这两年间雪隆森独中教师

之间的交流以及共学的机会变少了，但她认为，能

够再次举办活动，更似故友的重逢，非常珍惜能再

度相聚的机会。

许副校长说：“进入‘后疫情时期’，我们仍

需佩戴口罩，但彼此共处的条件增加了、在能够拉

近彼此共处的条件底下，今天能够共聚一堂，共同

学习，是莫大庆幸。”

许副校长特别感谢白伟权博士总是义不容辞地

襄助我校，无论是教师专业成长研修活动，抑或组

团前往柔佛东海岸考察，皆有白博士一路相伴。她

白博士说：“各地民众觉得很日常的东西，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原

来横向的比较是很值得注意的。为什么我的是这样，他的是这样？到底是什么东西混

合后，导致彼此有不同的面貌形象？”

另外，他也提及，在跨界的故事中，很容易发现似曾相识的历史，例如台湾人因

延续了“中华民国”的政权，所以会使用“民国”计算年份，同时也会在教室前方的

墙上会挂上孙中山的肖像。无独有偶，早期马来西亚华人会馆也习惯使用“民国”计

年，华校的教室中同样会挂上孙中山的肖像，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台湾甚至还处于“

日治”时期。白博士表示，一个“民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也是“横向寻

根”研究的一个实例。

间隔两年 雪隆森教师再次相聚共学
许副校长：感谢白伟权博士的陪伴

□ 许梅韵副校长赠送纪念品及感谢状予白
伟权博士。

也认为，一路走来，兴华教师在专业成长的路上，能够落实“本土化教学”与熟络教材的运用，

总有白博士的力量“加持”，带领我校老师深入学习、深入教学、深入教材，因而能够及时拓展

视野，并将更丰富的学识以及视野带入课堂教学。

此外，她也感谢我校历史、地理及社科教研组的教师们，在处理繁重的业务之余，还共同协

助承担活动的筹办，让本次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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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台湾大学
升学说明会

报道 / 吕佳恩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于8月16日（星期二），在

我校科技大楼协作学习室1

举办了国立台湾大学升学

说明会。来自国立台湾大学

国际学生事务处的三位代

表—— 何敏瑄小姐、杨腾

亿先生和王子豪先生，与我

校同学分享及宣传留学台大

须知的大小事。

国立台湾大学素有“台湾第一学府”之称，各科专业几乎都是全台湾排行第一。其中热门的学科专业包

括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和法律系等。此外，台大也推出了“台大国际引路人计划”，是一项专为国际学生设

计的实习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台湾与全球人才市场的联系，以及塑造未来各领域的领导者。参与该计划的

学生，将有机会到著名的国际企业，如宜家（IKEA）、保时捷（Porsche）等企业进行实习。

除了介绍台大升学的申请办法及途径，何小姐也与同学们分享了如何让自己的备审资料脱颖而出的贴

士。她建议道，同学们的个人自述要强调自己的个人特质，而且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让图像丰富文字表达。

此外，一些辅助资料，如竞赛获奖的纪录，则可以增加文字或图片说明，让审阅者能够充分了解相关竞赛活

动的特点。

最后的问答环节，主讲人以有奖问答的小游戏与同学们破冰，送出了台大独有的文件夹以及帆布袋。同

时，在场的同学们也积极询问入学相关的资讯。活动结束之前，我校校友兼国立台湾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副

会长黄志华先生，与同学们分享了到台湾留学的经历，并介绍了当地的学生会以及该会提供给学生的资源。

欲 申 请 国 立 台 湾 大 学 的 同

学，请浏览台大官方招生网站

（https://admissions.ntu.edu.

tw/境外生/）获取更多详细且实用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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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校友分享会
采访报道 / 李筱心（高一文商廉）、余芯慧（初二和）

8月2日（星期二），我校升学与国际

事务处于下午2点40分，假科技大楼五楼的

Chrome Lab举行了一场中国大学校友分享会，

以让我校学生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各大学教育体

系之相关资讯。本次邀请了中国10所双一流

或著名大学的学长姐分享，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

江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华侨大学。活动当天有超

过40名学生出席，其中以高三生为主。

本次分享会采各大学学长姐与学生进行

一对一的交流形式，希冀在解答疑问之余，

还能同时帮助学生们更加了解其所感兴趣之

大学的相关资讯，如各个大学的学杂费、科

系、环境及上课的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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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如愿以偿考上理想的大学
杨紫恩（高三文商礼)

我参加本次活动的原因是因为到中国求学是我一路以来的理想，我想借此机

会多多认识。其次，我想了解但却又不是很清楚流程，所以就过来了。在这个活

动里，我最感兴趣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因为之前听过蛮多关于此校的招生讲座，所以就被他吸引

了。此外，复旦大学的条件也很不错，我也是很喜欢。此活动对我的帮助是让我清楚地确认了第

二目标以及认识到了更多有特色的大学。我希望接下来能成功到中国留学并完成我的理想。

收获了各大学的资讯
王震鸿（高一文商礼)

我参加这次的活动，主要是因为我未来有考虑到中国去深造，所以想透过这次

的活动了解一些关于各中国大学的学费、科系和社团等相关资讯。在众多大学中，

我感兴趣的大学主要有四个，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次

的活动让我了解到了各个学校的科系之余，也解答了我的一些疑问，如可以申请什么奖学金、一

个学期的学费大概是多少，以及大学里所拥有的设施之类等等。

勤学苦练，黾勉从事
黄翊愷（高三理爱）

我从高一以来就有参加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所举办的一些活动。我认为，学校所

办的活动其实十分不错，可以让我从中认识到很多大学的背景资讯，还有其它相关

之物事。可惜的是，高二开始因疫情影响，已没有相关活动可以参加，高三又比较忙，有很多想

去的活动却都遇到时间问题。因此，希望校方可以考虑延长类似活动的时间，好让想参与活动但

碍于时间问题而无法参加的同学能少一些遗憾。

此外，本次分享会的学长姐都很和蔼可亲。例如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大学——清华大学的学

长姐分享了不少学校的相关情况、申请时要准备什么资料等等的资讯来帮助我们。趁此机会，我

也想呼吁大家在毕业后莫忘勤学苦练，选择工作的同学也得黾勉从事，千万不要呆在家白白“啃

老”。当然，适当的休息也很重要，除了能恢复精神与精力，还能让自己的大脑从繁杂的任务中

获取片刻的喘息时间。因此，当你感觉到压力逐渐增大时，不妨先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这样才

能走出更长远、更顺畅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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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 (HKUST) 
升学说明会

报道 / 吴启聪（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于8月15日（星期一）举办香

港科技大学升学说明会。当

天港科大代表卢嘉麒（Eric 

Lo）先生于科技大楼协作学

习室1为同学们开讲，并分享

了这所背山面海的特色校园

环境。

港科大成立虽短短30年，却已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年轻学府之一，在《2021年QS最佳50所创校未满

50年大学》中排名第二。港科大设有理学院、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四个学院。另外，卢先

生解释道，香港科技大学设有跨学科课程事务处，让同学们在本科专业之外，也鼓励同学们选择进修第二本

科，但是需要与原本的科系相关。他表示，双修学位能让同学们进行双向发展，学习两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发展成为复合型人才，以便在未来更具竞争力。

不仅如此，卢先生介绍道，香港科技大学也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学习环

境。除了让学生相互认识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多元的校园环境更能增加全球性思维的交流经验。他强调，

该大学不仅汇聚了世界各地的人才，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相互学习成长。成长也不仅仅是意味着个人成

长，同时也能是整个社群的成长，并且让大家不断创造及获取知识，发掘机会，追逐梦想，创建一个大家庭。

欲申请香港科技大学

的同学，请浏览港科大官

方网站（https://hkust.

edu.hk/zh-hans ）许多获

取更多升学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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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兴趣到新西兰留学该知道些什么？
“Reconnecting New Zealand”

 新西兰升学说明会
报采访道 / 颜怡恩（初二信）、黄贝嘉（初二爱）

为了让有意出国留学的学子们更为认识并了解

到更多外国学校之相关资讯，我校升学与国际事

务处于8月30日（星期二）在Chrome Lab 1举行了一

场“新西兰升学说明会”，主要由Education New 

Zealand的三位工作人员一同分享。

在活动开始前，有关单位播放了一些关于新西

兰的影片，好让参与者们能对新西兰建立起一些基

本认识。从其中一位分享人口中得知，三位分享人

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新西兰三国。

新西兰大学跻身世界排名前段

据资料显示，新西兰是排名第一的英语国家，

所有的新西兰大学也都跻身世界前3%的大学之列。

另外，新西兰的创造力在139个国家中排名前10，

也在全球创新方面排名第22位。新西兰大学的学生

福利亦甚好，每所新西兰大学除均提供娱乐设施和

各种运动外，还会提供实习机会以及工作经验。此

外，新西兰大学的入学要求也仅仅取决于学术能力

以及英文，最低的工资目前也已提高到21.20美元。

说明会上，分享人介绍了新西兰各大学与其特

点。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在“三冠认证”的

商学院中排名世界前1%。除此，该大学还在2022年

THE Subject Ranking中被评为新西兰商业和经济学

第一。至于Au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在

教学、设施、就业能力等方面皆被授予5星认可，

在“QS世界成立50年以下的大学排名”中位列前50

。此外，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在新西兰大

学中排名第一，在“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也

获得第100名的佳绩。Massey University的兽医科

学科系当中排行第29，而其工商管理以及经济学则

在上海排行榜中名列首位。

其中，University of Wellington在“2022年

QS世界排名”中位列前2%，除此，该大学在法律、

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国际研究等相关方面之

排名亦能跻身于世界前1%，热门学程包括了商业学

士、理学学士、教育硕士等等。另外，University 

of Canterbury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258

名，其研究和教学曾荣获5星认证。除此，该大学

的工程技术科系亦名列世界前250名，其中土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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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系也排在前100名。Lincoln University在“2023年QS世界大

学排名”中位列第368名，其农业科系与交际休闲业则分别位列前

100名与前150名。University of Otago作为新西兰的第一所大

学，其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217名，就读学生起码有高达

97%的就业率或升学机会。

分享人提及，他们所介绍的新西兰各大学都有给学子提供奖

学金，最低至少有5000新西兰元（约马币13,668），最高可达

32000新西兰元（约马币87,427）。除此，新西兰大学还有五花八

门、林林种种的社团与活动，其中涵盖学术、工业、运动、文化

社会、政治等诸范畴。最后，分享人还提供了咨询链接以及平台

供有兴趣的同学们，以供他们作进一步的查询与探索。

寻找开设广播系的大学
洪春燕（高二文商礼）

当初选择参加这场说明会，主要是想要藉此了解新西兰的大学资讯。在这场分享会上，我充分了解到一

些新西兰大学与其特点，还有科系选择。参加了这场分享会后，我更清楚自己不会到新西兰继续升学，主要

是因为新西兰的各大学中并没有我所属意的广播系，所以后续还会去了解其他的大学资讯，好让自己有更多选择，即使广

播系在大众认知中属于收入较不稳定的职业，也遭到家人的反对。

继续探索适合自己的大学
沈凯柔（高二文商礼）

我之所以会选择参加这场说明会，主要是因为透过朋友的辗转介绍，且我也对新西兰的大学有一些兴

趣，但又对它这方面的资讯认识不深，就想说来听听。经过这次的说明会后，其实并没有想要到新西兰持续

留学的念头，因为我想要念的是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课程，但是新西兰大学主要都是提供商业或企业方面的学程，与我志趣

不合，所以接下来还是会继续探索其他适合自己的大学。学校接下来可以多举办类似活动，好让我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 Au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 Lincol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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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缘朝阳，萦回我心”
兴华校友回校日晚宴 12 月 17 日举行

报道 / 谢锡福老师  

兴华中小学校友会订于12月17日（星期六）晚

上7时在母校兴华中学朝阳堂举办“兴缘朝阳，萦

回我心”校友回校日联欢晚宴，欢迎散布各地的历

届校友一起回校参观、相聚，并与师长叙旧。

是项晚宴由兴华中小学校友会第39届理事会主

办，中学部第31届（1993年毕 业）校友承办，预计

宴开200席，以乐捐和电子售票方式进行。晚宴所

得款项在扣除开销后，剩余款项将充作中学部朝阳

堂重新整修工程費用，若仍有余额， 则拨入小学部

建设发展基金。

两年一度的校友回校日是兴华中小学校友会的

重点活动，本落在 2021 年举办的晚宴，碍于两年

多的疫情反复封锁和管制而无法如期举行，延至今

年杪举办。晚宴将于翻新整修后的朝阳堂举行，每

人票价为150令吉，随票附赠设计精美的渐变色纪

念 T 恤一件和中学校徽一枚。售票截止日期为 11 

月 30 日，希望校 友們把握良机，尽早购票，不要

错过这两年一度难得的联欢盛宴。

广邀昔日同窗，共叙往昔情怀

兴华中小学校友会主席叶进来表示，母校牵动

着每个兴华人的心，她是我们共 同的回忆，也是我

们共同的想盼。同学们毕业后虽然各奔东西，却也

是心连心，他说：“看看孕育我们的母校崭新的容

颜，看看熟悉的老师，看看昔日的同窗好友，让她

牵引我们共聚一堂，回到时光隧道，共叙往昔情怀。” 

□“兴缘朝阳，萦回我心”校友回校日联欢宴会筹委会，坐者左起：杨福安、王汉林、郑慧玲、陈宥兴、
筹委会主席颜志伟、校友会主席叶进来董事、署理主席苏新龙、副主席吴文安、董事会执行秘书洪健枝及李
慧玲理事。

筹委会主席颜志伟表示：“当晚除了备有佳肴

美食和精彩文娱节目外，也将设置主题背幕让出席

者和好友同窗师长留下难忘瞬间作为纪念；同时也

将安排校友们参观校园，回顾往昔并看看学校近年

来的变化。希望校友们广邀昔日同窗，一起回校，

一起回家。这是疫霾笼罩下的第一道曙光，我们兴

缘朝阳，回首心依旧，校友回校日是我们的良辰

美景，让我们相约，把酒言欢，再叙前缘，迎向朝

阳，从心出发。”

请欲购买票券者，可直接登入网址或扫描所附

二维码，购买电子票券： 

https://www.youbeli.com/ticket.

php?language=cn&products_id=5437169

欲乐捐者则直接联络：

校友会主席叶进来（019-3296361）、

筹委会主席颜志伟（012-282 8998）、

征求组主任朱运铁（019-3170060）、

董事会负责人洪健枝（018-319 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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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中小学校校友会    联络人交流会
供稿 / 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 我们都是兴华人。前排左起为校友会副主席颜志聪、署理主席苏新龙董事、苏进存校长、校友会主席叶进
来董事、陈锦祥理事、总务黄绥兼、林奉隆理事、副文书苏美玉、1984商科班联络人苏福来及黄斯庆理事。

8月28日，兴华中学校园聚集了126位穿着红彤

彤兴华人T恤的校友，最年长者是1964年毕业，最

年轻的则是去年毕业的校友。大家热情的回到母

校，目的只有一个，即发挥兴华人精神，为凝聚全

球兴华人为使命。

“联络人交流会”是由兴华中小学校友会发

起，透过召集各届的班级联络人，授于“委任状”

和兴华人T恤的活动。希望通过联络人一起凝聚全

球的兴华人，互相联系及汇报母校及校友会的近

况，把兴华人的精神发挥到全球各个角落。

校友会主席，亦是1988年的毕业校友，叶进来

在致词时表示，当年求学时与现今的母校已有巨大

改变，不论硬体设备或学术成绩都突飞猛进。 70年

代的亚答屋矮房，逢雨必漏，大雨就淹，有经历此

阶段的校友回忆起来历历在目。 80年代4层楼国字

型大楼启用，与亚答屋校舍对比有天渊之别，母校

的形象大大提升，学生人数也陆续增长。 90年代宏

伟的9层楼综合大楼完工，母校的硬体设施更趋完

善。2000年后母校再次扩建了10层楼教学大楼及11

层楼科技大楼，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加达3600人。母

校从简陋的亚答屋走到今天4座高楼 ，这一路走来

不易，我们应感谢教师团队及三机构的无私奉献，

也感谢社会人士对我们的爱戴与支持。

叶主席强调，母校创建于1947年6月，校友会

也于同年12月创立，这是马来西亚史上绝无仅有的

创举。母校是由教师、家长及学生联合创立 ，学生

自己创立学校让自己就读，也是非常少见，所以应

届毕业生非常爱校，毕业后随即创立校友会。

他表示，校友会在母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今天董事会里一半以上的成员是校友。自林玉静董

事长退位后，紧接着杨忠礼董事长上任及现任李平

福董事长，3位董事长皆是校友。母校的每一项筹

款活动，校友都积极参与、踊跃捐款，不只在金钱

上，在体力与精神上也非常支持。以前独中无人问

津的时代，许多校友都将儿女送入母校就读以表支

持，这是因为大家相信兴华，更爱兴华。

校友回校日落于 12 月 17 日

“联络人交流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联络人能

多了解校友会，并希望通过联络人将校友与校友

会及母校保持良好的联系，而不是毕业后就音讯全

无。校友会颁发委任状给各位联络人以示荣耀与感

谢。叶主席说：“兴华人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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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会颁发委任状给各位联络人以示荣耀与感谢。苏进存校长（后排右四）及校友会主席叶进来董事（
后排右五）。

母校是我们的靠山，母校好，我们就好；我们好，母校就更好。”

叶主席也向联络人宣布，今年12年17日是“校友回校日”，并且会在翻新后的礼堂举办。他表示，母校

的礼堂已使用了30年，冷气、音响设备及内部装修都已经陈旧，所以董事会决议翻新礼堂，由母校三机构，

即董事会、校友会及家教协会共同参与策划推动，校友会则是工程的主导者。

此项工程费用预算是450万，希望能筹得500万，目前已筹得400万，离目标还差100万，希望校友能慷慨

解囊，一人出一点来完成筹款任务。母校是我们的，我们一起来协助发展，参与捐献者的人数越多，筹款活

动的意义就越大。

苏校长欢迎各级校友回校参观

此次“联络人交流会”也邀请兴华中学校长苏进存给联络人报告母校的进展。苏校长也是1990年毕业的

校友，他在报告母校全方位教育发展与策略时表示，母校的教育发展与策略在已故郑瑞玉校长时期已打下基

础，并在黄秀玉校长和他本人延续老校长的精神下，继续发扬光大。

兴华中学的教育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使教育措

施具感悟力和启发学生自我教育与自主发展的功能；以＂

人文科技相结合”为理念，善用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科技

新知于教育，让学生有能力面向时代的挑战。

苏校长表示，由于母校的体制宠大，所以已运用ISO

概念的架构和资讯网路平台，确保行政管理系统有效建

立、推行与持续改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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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Plan, Do, 

Check, Action”回圈阶段，为提升校务和持续改善系统

有效性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苏校长为联络人讲解学校的管理策略与教育措施，以

及介绍母校的现代化设备以及教师的专业发展。在演讲结

束后，他也亲自成为向导，带领全体联络人参观图书馆、

人文走廊、校史馆等，让参与的联络人更了解母校的历

史、设备和发展，进一步拉近校友对母校的感情。苏校长

也欢迎校友以班级为单位，组团回来母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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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中学朝阳堂

票

下午

Hin Hua
School Hall

141,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41200 Klang, Selangor.

T I C K E T S

RM

FACEBOOK

兴华中学管乐团

第14届演奏会

*6岁以下儿童恕不招待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6 are not welcomed.

星期六

月

.307
PM

Chan Zi Yun

Tiew Jing Han

Lee Xiang Chen

曾子昀
0 1 8 - 2 0 3  1 2 7 3

张敬涵

李芗宸

0 1 6 - 6 7 1  8 7 2 0

0 1 7 - 2 4 0  1 6 1 5

届

10 日

*全程需佩戴口罩

Self-check before entering

Mask are required all the time

*入场前需进行自我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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