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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初一新生入学考试
近 1200 名小六生报考 最终录取 630 余名新生

采访报道 / 陈敬谦老师 

我校于9月24日（星期六）举行2023年初一新

生入学考试，近1200名来自巴生等地的小六考生报

考，并最终录取630余名新生，录取率近57%。继去

年线上入学试后，我校今年恢复实体入学考试，并

动员全校教职员、学长团、童军团和少年服务团协

力完成入学试的所有工作任务。本次入学试也动用

了国字型及教学大楼共50间课室作为考场。

早上7时起，小六考生在家长的陪同下陆续抵

达学校报到，仁爱广场入口处设有查询及临时报考

柜台，以方便考生及家长办理手续。考生报到后由

学长团与童军团带领，有序前往所属考场。本年度

入学试于8时正动笔开考，共考五个科目，分别为

上半场的华文、英文、科学，以及下半场的国文、

数学。中场休息时间，考生纷纷前往食堂用餐，各

档口照常营业为考生及家长售卖餐点，呈现异于往

常的热闹人潮。入学试于下午1时正式结束，考生

也依序离校返家。

当天各科考试完毕后，监考老师当场完成收

卷，并由童军团值勤成员因应于课室外走廊接收送

往办公室，确保后续评阅工作顺利进行。我校华

文、英文、国文及数学组教师也在各自考科结束

后，开始评阅及记分工作，并特设一组教师及学长

团成员进行OMR批改及分数登记工作。

在师生协力合作下，我校全员集中在考试当天

完成值勤、监考、评阅、复查、登记等工作任务。

至此，本年度的新生入学考试顺利结束。

初一新生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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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热心教育是孩子的幸运
锺碧珠（家长）

我自身是一名国中生，所以我有一个遗憾就是自己不能到独中去念书，因此我自己会将国中和独中教育

做一个比较。我是觉得独中的办学理念和执行方向更加有效率。尤其是我大女儿在疫情期间求学的时候，校

方完全没有隐瞒疫情，在防疫工作上做得相当完善，这个是让我非常钦佩的。 

另外，我觉得兴华的老师是真的热心于教育，我觉得我的孩子都很幸运，班导师和其他科目的老师都在

背后默默支持着这群“小瓜”，甚至在课堂以外的时间也为他们巩固课业。因为他们六年级的基础比较不稳

定，而去年初一网课期间，老师的教学也会参考家长的反馈，然后采取行动改善。所以，我个人觉得兴华的

校长、老师都很用心办学，我相信背后的教育团队是非常强大的。

提供孩子更好的学习环境
黎敏仪（家长）

我有一位朋友的两个女儿都在兴华念书，所以她也介绍我让孩子过来报考。另外，在过去

两年小学的网课，我孩子的学习比较没法专注，所以也希望到兴华可以提供给他更好的学习

环境，帮助他改善学业表现。我的朋友也提到，兴华的学生有良好的团体生活和课外活动。今天在校园走动

后，我也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小角落供学生阅读，更能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学校风气很好
刘紫妤（小六生，黎明华文小学）

我觉得我今天的入学试考得还不错。我选择兴华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学校的风气很好，

而且我目前也有一位表姐就在兴华念书。今天看到学校环境的第一印象，也觉得校园很美，环

境很不错。

设计完美的校园
谢靖玲（小六生，兴华小学）

考完入学试过后，我觉得自己有很多题不会做，但是还是希望自己能考上。我对兴华的第

一印象是一个设计很完美的校园，所以我也想选择来兴华，而且我有一位哥哥目前在兴华读初

中二。我之前就曾经在开放日参观过兴华了，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学校的图书馆。

初一新生入学考试

看到兴华的茁壮成长
徐端和（家长、兴华校友）

我本身是1990年毕业的兴华校友，所以会送孩子

来兴华。我有一个女儿已经在兴华念初二了，现在轮

到另一个孩子报考兴华。现在的兴华校园环境跟我们

那时相比确实是改变了很多，譬如硬体设施上都进步

很多。我们当初也曾帮忙学校筹款，而如今看到兴华

的茁壮成长，我们都感到很有满足感。

□ 徐端和（右）和锺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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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 当天也设了临时报考柜台，让未报考的小六生现
场报名，并设有电脑查询柜台让小六生查询考场。

□ 教职员、学长团和童军团引领小六生进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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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考老师须知说明会。

□ 学长团和童军团协助监考工作。

□ 进入考场前，小六考生在教职员和学长团
的协助下整齐列队，依序进入各自的考场。

初一新生入学考试

□ 少年服务团协助点算试卷。□ 谨慎处理每份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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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批阅现场

□ 华文组。

□ 英文组。

□ 数学组。 □ 国文组。

初一新生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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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兴华中学中秋颂 壬寅年兴华中学中秋颂 
线上节目与学艺展线上节目与学艺展

采访报道 / 巫语暄（高一文商礼）、刘恩琪（初一廉）

为迎接中秋节来临，以发扬传统节日文化，我

校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于本年度9月份举办了“

壬寅年兴华中学中秋颂系列活动”，主题为《千江

有水千江月》。

9月13日（星期二），各班于班会时间通过

Zoom平台一同观赏了一系列中秋颂线上节目。在

一系列的节目中，部分初一学生带来了诗歌朗诵，

其朗诵诗题为《春江花月夜》。再来，合唱团以及

舞蹈社也分别表演了布农族歌曲《ANA TUPA TU》

（中文名为“月光”）以及主题为《花好月圆》之

扇舞。之后，高一及高二音乐选修生亦表演了四

首与“月亮”有关的歌曲，即《城里的月光》、《

月亮圆》、《但愿人长久》以及《我们的月亮一定

圆》。活动结束前，我校新设的学会——舞龙社，

同样带来了主题表演《追月》。

除此之外，中秋颂系列活动自9月14日（星期

三）起，于科技大楼创新楼举办了为期两周的学艺

展览。展览中展示了师生们所制作的各类优秀作

□ 初一学生呈现诗歌朗诵。

□ 合唱团表演布农族歌曲《ANA TUPATU》（中文名为“月光”）。

□ 高一及高二音乐选修生演唱了四首与“月亮”
有关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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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例如书法、水墨画、剪纸、手工、绘图，其中也包括了8月所举办的硬笔字展览征件活动之优秀作品。另

外，部分同学也在参展后留言写下感想，并发布于展览中。

展览结束前两日，即9月27日（星期二）和9月28日（星期三），我校两位华文教师——黄耀漳老师以及

汤菁绿老师，亦分别带来了主题为《写好硬笔字》以及《心情的线条》之分享会。

□ 舞蹈社呈现《花好月圆》，曼妙舞姿，赏心悦目。 □ 舞龙社表演《追月》，腾飞云天，舞出追月神采。

黄耀漳老师 —— 《写好硬笔字》

“有人说世上有一种不会凋谢的花，是

微笑；亦有人说，世上有一种不会失传的艺

术，就是书法。故不管在何地或何季节，只要

有人在的地方，它们都会绽放，都会漂亮。”

黄老师表示，随着如今世代科技进步，

电子设备崛起并普及化，人们沉迷于使用手

机而渐渐不识字，并且经常忽略错字，手写

文字逐渐被忽略与遗忘。

黄老师认为，同学们要想把硬笔字写

好，必须持有耐心及不断努力，才得以进

步。此外，他也分享了练字所带来的不少好

处，譬如通过练字将培养出耐性，使得自己

得以静下心来而把字体写得更细致，从而在

书写方面不易出错。再来，勤于练字并且精

益求精也可历练个人心性。练字亦可通过不

断进步甚至被夸赞而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并

且提高对写字的热忱。

□ 黄耀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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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交流相互学习

刘乐莹（高三理忠）

我认为校方举办此活动，给予学生们展现才华的机会，也增加了师生交流的机会，达到互

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效果。此外，此活动也象征了古代传统文化的延续。

书写硬笔字为我的爱好，故前期收到了老师的征稿通告和鼓励大家踊跃参与后，便争取机会参加硬笔字

展览征件。书写作品时，难免会感觉字体书写结构写得不太好，因此过程中我参考了一些字帖，仔细观察字

帖中字体的书写与拿捏空间等方式，并不断努力，追求上进。虽然，最终作品成功获得认可并展示于学艺展

之中，但看了看其他不少参赛者的作品同样优秀甚至更好，我除了钦佩他们，也从中认为自己还有更大的进

步以及学习空间。

班会时间观赏线上节目方面，虽然遇到网线不好的状况而导致观看效果不太理想，但依然可看出表演节

目的同学们努力的付出，活跃了节日之气氛。最终，我非常感谢校方付出了不少努力筹备此活动，以及积极

参与此活动的学生。通过此次活动也让我获益良多，并且也从中获取不少的视觉经验。接下来，我希望能全

面实体举办活动，为在校所有师生带来更好的体验。

学到了写硬笔字的诀窍
吕迎恩 (初一廉)

书法课时，李增注老师带我们参观了展览，欣赏观摩向他人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觉体

验，我也从中学到了把字写好的诀窍。在班会观赏活动线上节目，我最喜欢的环节是音乐选修

课的合唱表演，尤其是《月亮圆》和《城里的月光》，让我最印象深刻。我认为这次活动十分有趣，故感到

很满意，线上节目的表演以及美展中的作品都很好看，简直是视觉盛宴。

除此之外，人类的头脑必须经过磨练才能更灵活，练字时头脑就能达到同时审判字体写得好或坏、对或

错。不仅如此，练字可为他人树立个人良好印象，并可以作为显著个性的标志。审美观亦为练字的好处之

一。中国文字具有“三美”，即形美、音美、意美，若在生活中能将每一个中文字各个笔画都认真书写，则

文字将如同富有生命般栩栩如生。最后，认真练字可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严谨踏实的作风。

结束分享前，黄老师希望前来聆听的同学们，日后可认真培养练字习惯，并鼓励同学们善用字帖进行硬

笔字临摹，让自己的硬笔字可以一天天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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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同学创作的兴趣和灵感
汤菁绿老师（华文教师，活动筹办成员兼学艺展分享人）

学校学校举办此活动的意义，除了在于配合中秋并增添学生们对此中华节庆的认识与热忱，并且也能推

动人文教育以及推动学生们的素养。学艺展最后一日的分享会，之所以分享主题为《心情的线条》，是为了

分享自己创作作品之历程，激发在校同学对于创作的兴趣和灵感，让学生在作画或书写书法时能同时将心情

融融合其中，让作品更富有生命力。

此次活动的举办，我想对邝美玉老师表示感谢，他们付出了不少时间筹备并推动活动，并安排以及张罗

所有的作品展示以及幕后工作等等。再来，部分师生为活动进行摄影、录音、录像等工作，也让人十分感

激。此外，也感谢同学于一休时段愿意百忙抽空参观学艺展。

整体活动而言，我感到满意，但我希望日后再次举办时，分享会时间可以更充裕一些，让更多师生前来

聆听与交流。我也希望更多师生可通过参与此活动，而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兴趣。

必然偶然，有意无意，诗境画意

佛家有言“因缘际会”，人生际遇如

此，艺术创作亦然。每一种心情，每一次的

灵光乍现，每一张纸，每一次水、墨的交汇

流散，必然偶然，有意无意，可遇不可求。

例如这幅《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无限潇湘

路》，营造的是一种月色的迷蒙的意境，把

宣纸揉碎，在上面挥毫，近看会发现一种

裂开的朦胧之感，和碣石不平的表面。月色

揉碎在雾色波光里，沉沉的海雾遮隐了落

月，碣石和潇湘天各一方，凄苦孤寂的心

情。“禅悦”，简单快乐的心情，大笔一

挥，荷叶是心情和速度，呈现一种静中有动

的感觉，花开的画面。

心情的线条

绘画和书法本是我心情的再现，一种心

情的线条。它不仅是一种流动的线条，也是

指尖的温度，无法重来。

活在当下，心情与创作的结合

每一次绘画挥毫，我最自在的时候即无

所求，不执着于过去，不祈求未来，放下、

放心，让心情释放在笔端，将心情与文字画

画合为一体。文字画画与心情并非分离，而

是一体。书画完成后的画面虽然是静止的，

但里面有生命的流动，挥笔时的心情。

汤菁绿老师 —— 《心情的线条》

□ 汤菁绿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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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课外活动处、华文科教研

组、音乐选修课、商业美术选

修课、水墨画选修课、手工学

会、总务处、邝美玉老师、颜

扬钊老师及其他老师的用心筹

办及鼎力协助，才能为师生提

供这场中秋节文化教育的“飨宴”。

本次中秋颂活动的主题为《千江有水千江月》

。谢老师指出，诗句中的“月”指的是人们的

爱心、慈悲心、善良之心、美好之心及有力量的

壬寅年兴华中秋颂开幕仪式
报道 / 周可欣（高二文商礼）

适逢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我校人文教育研

究与发展组举办了“壬寅年兴华中秋颂”的一系列

活动加以欢庆。此为我校第四次举办中秋颂活动，

旨在让师生们着眼于中华文化之价值。8月30日（星

期二）下午3时，为此系列活动的开幕仪式，当天

吸引了上百名师生来到创新楼共襄盛举。

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组长谢锡福老师在致辞

中说道，传统节日的意义主要在提醒世人对民族

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的重视，并藉此缅怀祖先的

恩德，珍惜家庭的伦理价值。同时，他也感谢教务

□ 众人一齐举起点燃的灯笼，为壬寅年中秋颂系列活动掀开序幕。右起为邝美玉老师、颜扬钊老师、谢锡
福老师、谢金聪老师、苏进存校长、李荣兴副校长、潘爱好女士、李增注老师、汤菁绿老师、郑理轩老师及
蔡美玲小姐。

□ 谢锡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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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千江”则有“人们”之意。江不分大小，有

水就有月，就好比人不分贵贱，有人便有爱心、慈

悲心、善良之心、美好之心及有力量的心。

当天出席开幕仪式的嘉宾有苏进存校长、李荣

兴副校长、谢锡福老师、谢金聪老师、李增注老

师、汤菁绿老师、邝美玉老师、颜扬钊老师、郑理

轩老师、潘爱好女士及蔡美玲小姐。他们一齐举起

点燃的灯笼，为壬寅年中秋颂系列活动掀开序幕。

此外，当天也设立了学艺展供出席者参观。展

览项目包括教师、职员与学生的书法（28副）、水

墨画（9副）、硬笔字（180份）、中国手工艺品

□ 壬寅年兴华中秋颂开幕仪式也在师生及参展同学的大合照之下圆满结束。

□ 参展者之一汤菁绿老师为大家讲解她的创作构思。

（12份），为书画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作品的良好平台。为渲染佳节气氛，活动当日还全程伴随着轻柔的中秋

乐曲。师生们就在浓厚的中秋气氛与曼妙的乐曲之下观赏作品，并与参展同学进行交流。壬寅年兴华中秋颂

开幕仪式也在师生及参展同学的大合照之下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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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选修课 中秋歌曲小组表演
采访报道 / 张昊泽（初一勇）、李筱心（高一文商廉）

8月29日至9月2日的第一次休息节，高一、高二

音乐选修课同学于大食堂前连续呈现了四场中秋歌曲

小组表演活动，并作为学生第二学期的期末呈现。

有关活动的举办除了推广音乐表演艺术之余，

也希望通过音乐歌曲和活动为校园增添中秋佳节之

欢快气氛。此外，音乐选修课的学生也得以展现学

习成果，并丰富自身表演经验。

有关表演以钢琴、小提琴等乐器伴奏为主，呈

现《城里的月光》、《但愿人长久》、《月亮圆》

、《我们的月亮一定圆》等脍炙人口的曲目，作为

表演主轴，每天所呈现的表演亦不尽相同。现场还

有与听众互动的小活动及月饼派发。除了中秋歌曲

的表演外，音乐选修课同学还特别准备了猜灯谜的

活动，吸引了不少学生的热烈参与。

□ 活动表演主要以钢琴、小提琴等乐器伴奏为主，呈现《城里的月光》、《但愿人长久》、《月亮圆》、
《我们的月亮一定圆》等脍炙人口的曲目，作为表演主轴。

□ 猜灯谜活动，吸引了不少学生的热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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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回忆
陈欣瑜（高一文商廉，表演者）

在此次表演中，我负责的是《但

愿人长久》之小提琴伴奏。为了有个

完美的演出，我和组员们在此前都会利用早晨到校

和一休时间加紧练习。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

好友在表演之际都有到现场支持我，甚至还有位朋

友特别为我制作了一个“应援牌”。由于她是唯一

一个在现场举牌子的，所以非常醒目，虽然当下感

觉有些尴尬，但有他们的支持还是感到很开心。

这是我在兴华第一次参加的表演活动，非常感

谢音乐选修课，让我有机会在大家面前一展所长，

同时能在高中的第一年留下一段深刻的回忆。除

此，也感谢支持我们的兴华人，让我们这次举办的

活动得以顺利圆满。

特别的经历
吴文清（高一理忠，表演者）

我负责演唱的是《月亮圆》

这首曲子。我们音乐选修课早在

活动举办前几个月就已磨刀霍霍，不断地练习、

选曲、彩排，我很认真对待此次的表演，只为在

观众面前呈现悦耳动听的乐曲。同时我也很感激

学校安排，让我们拥有此次难得的表演机会。

记得在第一天表演时，刚好是体育课前，运

动完的我实在是太喘了，加上恰好又是乐曲演出

的第一组，让疲于奔命的我赶赴演出，还好最后

赶上了。这对我而言算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吧！另

外，当我看见多位老师以及朋友都前来相挺时，

虽然心里难免有点慌，但还是非常感激他们愿意

抽空前来观赏我们的中秋表演。

此外，我也是负责猜灯谜的一员，看见猜灯

谜如此倍受欢迎。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只觉那几

天的付出非常值得！自MCO以来，相信大家都少

了很多实体演出的机会，感谢兴华能让我们重新

拾起对表演的兴趣与热忱，并给予我们一个表演

的平台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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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中秋活动 ——《月来月好》
采访报道 / 谢依恩（初三爱）、吴铠宋（高二文商智）

宿舍自治会和舍务处于9月14日举办了

小型中秋活动——《月来月好》，寓意希望

宿舍生能够在“非常”时期有着“非常”表

现，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把疫情带来的压力

转换成动力，在新的一年里变得越来越好。

由于疫情的限制，2022年的宿舍中秋活

动由原定的中秋庙会改为两项在宿舍进行

的小活动——《点歌寄意》和《月圆之愿》

。《点歌寄意》是让宿舍生在活动当天通过

Google 表单点歌，并写下欲祝福的对象及祝

福语。活动当天，司仪通过七楼广播，将宿
□ 借着“中秋节放孔明灯许愿”的吉祥寓意，让宿
舍生在孔明灯卡片上写下自己的心愿。

□ 孔明灯卡片挂在仙女灯上，并悬挂在七楼宿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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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凡的体验
洪银谦（初三平）

我认为这次的宿舍中秋活动还是挺有趣的，负责人也把宿舍布置得十分漂亮。这次的活动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凡的体验。在《点歌寄意》的活动中，我也点选了营歌送给训练营筹委团

的朋友，在播放歌曲的时候，我和室友也一同在房门外手舞足蹈，回忆生活营的美好时光。希望在疫情结束

之后的中秋活动可以有一个提灯笼的活动，因为宿舍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宿舍，不常有机会在家里和家人相

处，自然也少有提灯笼的机会。最后，我希望以后可以和所有的宿舍生一起玩游戏、认识新朋友，体验不同

环境带来的挑战和考验。

为高三生留下很特别的回忆
梁文慈（高三理忠）

原本以为今年的中秋活动可以开放，但没想到依然受到疫情的限制。由于中秋活动是其中

一项可以让宿舍生一起庆祝、分享欢乐的活动，再加上今年也错过了新春活动，所以我还是

有点遗憾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今年的中秋活动并没有很大型，可还是成功地让我留下很特别的回

忆。今年的《点歌寄意》也非常创新，因为所播出的歌曲都非常多元，包括了韩语、华语、日语、英语等语

言的歌曲。

七楼布景也非常艳丽，往年的中秋活动，七楼都会把灯开得很亮以象征光明，而今年却比往年多了不一

样的色彩。最后，即使明年再也无法参加宿舍中秋活动，但还是希望在不远的未来，学弟妹能在不受限制的

情况下，聚在一起搓汤圆，这也许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舍生的祝福语及其点播歌曲

传递至宿舍的各个角落。

再来，《月圆之愿》的

筹备早于活动一星期前便开

始进行。首先，自治会负责

同学将许愿卡设计成孔明灯

的形状，借着“中秋节放孔

明灯许愿”的吉祥寓意，让

宿舍生在孔明灯卡片上写下

自己的心愿。在收集所有卡

片后，负责同学便将卡片挂

在仙女灯上，并悬挂在七楼

宿舍处，同时起到布置宿舍

场地的作用。最后，《月来

月好》中在所有宿舍生的大

合唱中落幕。

□ 自治会成员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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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独奏音乐分享会 
采访报道 / 周可欣（高二文商礼）

我校音乐科教研组于9月3日（星期六）早上10时，举办器乐独奏音乐分享会，地点为潘斯里陈开蓉大讲

堂。受邀演出者为王舒慧老师、郑理轩老师、翁绍为校友、王洁伶校友及林晓琳校友。

悠扬胡琴乐曲拉开序幕

首先，郑理轩老师以二胡表演掀开序幕。郑老师为我校音乐老师，他以榜首成绩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

大学中国音乐学系，主修二胡，副修扬琴。在学期间，他多次荣获学期成绩优异奖与校内外各项侨生奖助

学金，也曾两度荣获该系苏庆奖学金。近期获得奖项有2020年《禾乐奖》网络器乐国际独奏赛拉弦组金

奖、2021年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线上音乐比赛公开组金奖。林晓琳校友也作为本次表演的扬琴伴奏，她在中学

时期加入华乐团，学习扬琴、高音笙等乐器，曾担任华乐团主席。

□ 苏进存校长赠送纪念品予3位前来演出及分享的校友。左起王舒慧老师、郑理轩老师、许梅韵副校长、苏
进存校长、林晓琳校友、王洁伶校友和翁绍为校友。

□ 郑理轩老师与林晓琳校友呈现的曲目为宋国生作曲的
《豫乡行》。

郑理轩老师与林晓琳校友所呈现的曲

目为宋国生作曲的《豫乡行》。此曲采用

中国河南地方音乐素材创作而成，以丰富

的演奏技法生动地表现了河南人民对家乡

的赞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乐曲借

鉴了坠胡的演奏技巧，运用多彩的滑音技

巧和戏曲中的弓法变化，极大地丰富了乐

曲的艺术表现力。



19校园动态

三重奏演绎经典作品

接着郑理轩老师二胡演奏《四月雨》，王

舒慧老师钢琴伴奏，王洁伶校友打击乐伴奏。

王舒慧老师毕业于我校，并在澳洲阿德

莱德大学完成音乐教育学士课程，之后在澳

洲伍伦贡大学获得教师教育文凭。王老师回

到大马后，在Panovska教授的教导下继续学

习钢琴教学和演奏。王洁伶校友则在中学时

期加入华乐团，学习扬琴、打击乐，也曾赴

台学习专业打击乐。

《四月雨》取材自台湾民谣之父——邓

雨贤先生的三大名曲：《四季红》、《月夜

愁》和《雨夜花》，主要运用这些为人熟知

的歌谣旋律作为发展动机。曲中可以听到一

些经过设计的桥段，借由二胡的技术展现与

伴奏的融合，为这些经典的作品增加现代感

与生命力，而此次演出的乐章为《月夜愁》。

钢琴独奏肖邦名曲

翁绍为校友最后带来琴钢独奏《F小调幻

想曲》（Fantasie in f Minor Op.49）。翁

校友9岁开始学习钢琴，中学毕业后前往台湾

东海大学就读钢琴演奏。2017年获得钢琴演

奏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东海硕士班并取得学

校最高奖学金。2021年取得钢琴演奏硕士学

位。求学期间，他曾于多个团体合作，也举

办了多个钢琴独奏会和室内乐音乐会。回国后

积极投入推广古典音乐与教学。

《F小调幻想曲》是肖邦于1841年创作的

曲子。本曲被认为是肖邦的杰作，形态类似

叙事曲，采用的却是三拍子节奏。曲中，肖

邦叙述的并不是古老的传说或者爱情故事，

而是谈及自己的生活，颇有戏剧性的生活事

件。关于此曲，坊间流传着一段描绘肖邦与

情人乔治•桑之间吵架与和好的轶事。 □ 郑理轩老师（上图）二胡演奏《四月雨》，王舒慧老
师（中图）钢琴伴奏，王洁伶校友（下图）打击乐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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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封存记忆和情感的时间囊
黄柏萱（高二理义）

音乐对我而言是封存记忆和情感的时间囊，我非常热爱音乐，便选择参加了此次的音乐分

享会。当天所表演的三首曲目都让我意犹未尽。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最后一场钢琴表

演，即翁绍为校友所带来的《F小调幻想曲》。这场表演的时长足足有12分钟，而他可以在完全不看谱子的情

况之下呈现给观众如此精彩的演奏，让学习钢琴的我心生敬佩。

我很欣赏演出者上台表演的勇气，因为我个人在上台表演的时候就会感到异常紧张。翁校友在分享环节

时也有提到，只要做好足够充分的准备，在舞台上就可以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让我从中学习到许多调

整心态的技巧。学习音乐需要无限的耐心，因此我非常敬佩所有在音乐上有成就的人，包括当天的五位演出

者，也会努力向他们学习。

□ 翁绍为校友呈现《F小调幻
想曲》（Fantasie in f Minor 
Op.49）的钢琴独奏。

□ 演出完毕后，便进交
流环节。由王舒慧老师主
持（右），郑理轩老师（
左）及翁绍为校友（中）
则为现场的观众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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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完毕后，便进入交流环节。由王舒慧老师主持，郑理轩老师及翁绍为
校友则为现场的观众解惑。

1）我已经14岁了，是否还能学习新的乐器？

郑理轩老师：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无论多少岁都可以学习新的乐器。但若自己的目标是

成为一名专业的演奏家，可能要从小培养才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若只是单纯想要学习新的

乐器，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太晚。

2）若要学习乐器，该选择怎么样的教练？

郑理轩老师：我们可以从音乐学院选择适合自己的老师。若欲往专业方向发展，建议选

择更专业、资历更高的老师；若只是想要培养新的兴趣，那么老师方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就

好，因为学费也会随着老师的专业度提高。

3）大学选择音乐专业，学费会比其他科系更高吗？

郑理轩老师：主要是看修读的大学及地点。以我和绍为校友为例，我们都是在台湾求

学，但我们两人的学费都比本地大学相关科系的学费还要便宜很多。

4）如果学习音乐后无法成名或赚钱，是否会浪费几年大学时间？

翁绍为校友：若我们学习音乐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成名，而不是真正的喜欢，那么我们肯

定无法在音乐这条道路上走那么久。学习音乐需要无限的热忱及不懈的努力，只有付出了

努力，才能达到一定的成就。反之，若以马马虎虎的态度来学习，读任何科系都是在浪费时

间。

   

5）上台独奏时，如何缓解紧张的情绪？

翁绍为校友：每个人在上台前都一定会紧张，这是无法避免的。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舞

台表演一定会比平时的状态要逊色一些。因此，演出者需要练习到120分的程度，在舞台上才

能呈现给观众100分的表演。紧张也不一定是一种坏情绪，我们可以尝试将紧张的情绪转换成

兴奋，投入更多感情于表演中，呈现出来的结果就会更好。

Q&A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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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级联论坛  《诚信》
采访报道 / 黄贝嘉（初二爱）、周篇丰（初二和）

□ 初二礼献唱改编歌曲《暖暖》。

我校于9月27日下午2时，在科技楼大讲堂举办

了初二级联论坛。今年的初二级联论坛以《诚信》

为主题，初二各班的同学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

诚信的重要性。

改编歌曲与自编手语创意兼具

首先，初二礼班改编了《暖暖》这首歌，并重

新填词，其中有一句“因为我还是信任你”，充分

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极具有创意，也很有意

义。

初二忠班及孝班的同学，以演唱《说到做到》

来诠释诚信的重要性。两班的不同之处在于，忠班

以整齐的自编手语，配合演唱来诠释这首歌曲。孝

班则先由几位同学演出多则不同的小故事，来诠释

不诚信的后果，并说明了诚信的价值处，接着该班

全体同学上台进行唱歌表演。初二平班的同学准备

了朗诵及演唱两种方式来表现“诚信”这个主题。

在他们的朗诵中，多次重复了“诚信能使世界变得

更美好”一句，借此传达诚信的意义。

□ 初二忠以整齐的自编手语，配合演唱《说到做到》来诠释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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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孝班先由几位同学演出多则不同的小故事，来诠释不诚信的后果，并说明了诚信的好处，接着该班
全体同学上台进行唱歌表演。

□ 初二平班以朗诵及演唱两种方式表现“诚信”。

校园情景及时事议题短片

初二爱班、仁班和勇班不约而同地以话剧短片的方式来呈现“测验作弊”的主题。虽然，三班同学呈现

的影片都是讲述同学作弊后认错悔改的故事，相比之下大同小异，但三支影片皆各有特色。初二爱班影片开

头出现的上课铃声是该班同学自行弹奏的；初二仁班影片的最后，一位同学向大家解释了诚信的重要性，并

提到“诚信是做人之根本”；而初二勇班则是以“与朋友一起威胁成绩好的学生”为故事主轴来呈现主题。

初二智班以录制好的影片，以几年前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来呈现不守信用的后果。无独有偶，初

二和班同样录制好了一支以《小小少年的诚信》为题的影片，以此带出测验作弊的后果，比如被扣分、被排

挤等。此外，影片中也提到了一旦诚信败坏，将不会再取得他人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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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爱。

话剧题材多元 贴近生活

初二信班以现场话剧表演的方式，来呈现“网

络诈骗”的主题。剧中以网恋被诈骗的故事为主

轴，凸显网络的危险，及强调诚信的重要性。随

后，初二廉班也以话剧短片的方式来表现“诚信”

。短片中的主角经常不写作业，到了班上才急忙地

向其他同学抄作业。再加上短片中的主角也有作弊

的行为，所以廉班的同学也将他们的短片命名为《抄

多分》，以此警戒同学们不要成为所谓的“抄多分”。

最后，初二义班的同学在现场以《家庭与诚

信·义家人》为题，表演了几个小故事，其中包括

情人之间的承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承诺。最后，

今年的初二级联论坛以初二义班所带来的改编歌曲

《爱我们的家》画上句点。

□ 初二仁。

□ 初二勇。

□ 初二智。

□ 初二信。

□ 初二和。

□ 初二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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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享受上台演出的感觉
韦彦甯（初二和） 

我挺喜欢我们班的表演，因为我

觉得主角演得栩栩如生，似乎真的是

主角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一样。还有，

剧中主角本以为献殷勤就可以逃过

一劫，结果却羊入虎口，挨了一顿骂的部分给我带

来了许多欢乐。我也很满意现在的级联论坛的进行

方式。如果有机会的话，明年我也想参演，希望可

以留下美好的回忆，并能享受上台演出的感觉。通

过这次的级联论坛，我意识到做人应该要有诚信，

与人的约定要说到做到，答应别人的事情要认真完

成，才不会被排挤和被讨厌。

□ 初二义班呈现改编歌曲《爱我们的家》。

论坛中的反应很热烈
池芷萱（初二信）

其实我一开始曾参与这次级联论

坛的筹备活动，也有负责演出，但过

后由于时间问题，所以就遗憾地退出

了演出。这次的级联论坛和我想象的

一样，大家的反应也很热烈。我认为表演得最好的

是我们的班级，因为他们的表演十分有趣。我也很

喜欢这类型的活动，也希望校方可以时常举办类似

活动。在参与这次的级联论坛以后，我学习到做人

应该要坦诚相待，并且诚实对待自己与他人。若是

满分有五分，我会给这场级联论坛评价四分，因为

我觉得整个过程真的非常有趣，大家的反应都很热

烈，也会让我跟着激动开心。

□ 初二义的同学以《家庭与诚信·义家人》为题，表演了几个小故事，其中包括情人之间的承诺、父母与
孩子之间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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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2.0

《重复的纠结？完美主义？》
报道 / 余芯慧（初二和）

为了提升学生对强迫症的认知，辅导处与家教协会于9月13日（星期二）

晚上8时，通过Zoom平台举办了“拥抱生命2.0”的第四场讲座，以《重复的

纠结？完美主义？》为主题。此次讲座的主讲人为邹升见精神科医生。

什么是强迫症？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邹医生简单地介绍了强迫症的定义及表现行为。他

解释道，强迫症指的是一个人既想结束一种行为或想法，但却又无法摆脱这

些无意义的行为与想法的病症。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强迫症主要的三个部

分，分别为强迫性思维，强迫性行为及伴随的焦虑情绪。他表示，这些思维

会使人的情绪上出现焦虑的问题。

  □ 邹升见医生

邹医生强调，我们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强迫症的病因。如此一来，当我们

身边的朋友或家人出现强迫症的症状时，我们才可以给予他们一些正确的帮

助。除此之外，了解这些病因可以减少责怪、错误的责骂以及不正确地标签

他人的行为。此外，他也说道，强迫症也与心理、生理及环境息息相关。

治疗方法

邹医生提到，“认知行为治疗（CBT）”是如今被认为治疗强迫症最有效

的方法。此治疗方法是通过思维阻断法和暴露反应预防来缓解焦虑。其中，

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也是其中两种治疗强迫症的方法。他也表示，我们应该



27校园动态

更加了解患者常有
的心理问题
蔡宛汝（初二信）

我参加这场讲座是因为对此讲座

的主题感兴趣。我从中学习到如何分辨强迫症、完

美主义和强迫性人格障碍。通过参与这场讲座，我

更加了解强迫症患者的症状和一些患者常有的心理

问题。

劝身边的患者提早进行医疗。如若不提早治疗强迫症，后续将有可能会发展成忧郁

症、妄想症等疾病，甚至会被贴上各种不必要、不正确的标签。

在这次的讲座中， 邹医生说道，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讲座让更多患者知道自己

的人格类型，并对症下药，进行有效的治疗。

讲座让我获益良多
刘宣（初一义）

我参加这场讲座的原因是因为我

想要借此学习新的事物。我从这场讲

座中学到了什么是强迫症、强迫症的种类以及造成

强迫症的缘由等。这场讲座让我获益良多，不仅让

我学习到一些课外的知识，也让我填补了空闲时间。

希望接下来学校还可以继续举办更多类似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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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命系列讲座 2.0

《我也想要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谈饮食与睡眠障碍》

报道 / 吴伊文（高一文商义）

在这快节奏的时代，人们难免会忽略饮食及睡眠。为了让同学进一步了

解饮食障碍和睡眠障碍，我校辅导处于9月20日（星期二）晚上8时，通过

Zoom平台举行了“拥抱生命2.0”系列讲座——《我也想要好好吃饭、好好睡

觉—— 谈饮食与睡眠障碍》，主讲人为黄章元精神科医生。

饮食障碍可称为饮食失调，它会使一个人饮食失常，也会对日常生活会

造成严重困扰。饮食障碍患者一般会对自己的身材与体重产生极大焦虑，而

根据症状表现的不同，饮食障碍可分为三类：心因厌性食症，心因性暴食症

和暴食疾患。

  □ 黄章元医生

心因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最常见，一般是由于患者极度害怕

变胖，所以刻意控制饮食，使体重下降至正常体重以下的一种障碍。心因性

厌食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禁食型和清除型。禁食型以严格限制饮食达到

减重目的，比如时常计算每餐的卡路里，而清除型的表现则是患者经常处于

催吐的行为中。

其次，心因性暴食症（Bulimia Nervosa）则是指患者经常处于暴食或其

他补偿行为的循环中，一般上患者的体重都会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甚至稍

重。同样的，心因性暴食症也分成清除型和非清除型：清除型是指在发作期

间有规律地进行催吐或使用泻剂；非清除型则是指患者在暴食后会进行其他

补偿行为，如过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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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障碍的第三种是暴食疾患（Binge Eating Disorder），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暴饮暴食。一般表现

是患者在短时间内频繁地摄入异常多的食物量，并且无法感觉停食，直到饱胀为止。暴食症患者常会处于超

重或肥胖状态，也会对自己的暴食行为感到厌恶、羞愧以及内疚。

黄医生也提出饮食障碍会引起的并发症，如：停经、胃排空延迟、心跳异常和心律失常等等。饮食障碍

的起因一般是因为基因遗传，心理问题、过于沉迷身材比较或者遭受身体羞辱等。

接着，黄医生向我们分享有关睡眠障碍的资讯。黄医生表示，我们对睡眠障碍的第一印象就是睡不着，

但其实睡眠障碍有4种类型：失眠、嗜睡症、睡眠呼吸暂停和不宁腿综合征。

失眠（insomnia）是最普遍的睡眠障碍，患者一般的表现包括难以入睡、睡眠较浅、睡眠质量差或者早

醒。嗜睡症（Hypersonia）的患者会时常感到想睡，且通过观察大多个案的症状可发现，嗜睡症并非突发性

的睡眠发作，一般表现为持续性或周期性的嗜睡。另外，睡眠呼吸暂停（Sleep Arena）患者的普遍特征是

大声打鼻鼾，他们难以保持持续的睡眠，白天常会过度嗜睡。在睡眠中，他们的呼吸会反复暂停和开始。最

后，不宁腿综合症（Restless Legs Syndrome）也称“威利斯埃克波姆症”，发病的时间是坐下以及晚间躺

着的时候，有一种强烈想要让腿部移动的障碍。这类可发病于任何年龄阶段，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重。

为了避免睡眠障碍的发生，黄医生建议我们在睡觉前3个小时尽量不洗冷水澡、不吃刺激性的宵夜，也不

要接触电子产品。他提出，我们在睡前可选择听音乐、打坐或者进行冥想来放松自我，以便我们能更顺利地

进入睡眠状态。此外，黄医生认为睡眠环境也很重要，他建议道，我们可以把空调调至五官和身体能够接受

的温度，房间的明暗环境也可以根据自己最舒服的方式调节。不仅如此，黄医生还劝诫我们不要过度依赖酒

精来帮助入睡，因为时间久了将会影响身心健康。

最后，黄医生提出，无论是遇到睡眠或饮食障碍，我们都必须及时求助，避免引起其他并发症。

□ 饮食障碍要如何进行介入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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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六场爱阅读读书会

《二战大屠杀不只因为希特勒
——〈现代性与大屠杀〉》

采访报道 / 颜怡恩（初二信）

 □ 李钧皓校友

我校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与兴华中

小学校友会，于9月2日（星期五）晚上8

时，通过Zoom平台主办了本年度第6场爱阅

读读书会，再度邀请到了李钧皓校友以及

陈胜业校友为主讲人，从《现代性与大屠

杀》这本书谈“二战大屠杀不只因为希特

勒”。

著名的波兰籍社会学教授齐格蒙·鲍

曼，于1991年完成《现代与性大屠杀》这

本著作，并于2011年被翻译成中文版。

他在一生当中完成了许多关于社会学的书

籍，而《现代性与大屠杀》虽似讲述了犹

太人与德国纳粹之间曾发生过的历史事

件，但其实是谈论“理性”与“现代性”

相联的著作。

现代性——文明化理性化的产物

自从工业革命起，世界开始步入科技时代，人类与社会都

在逐渐进步。现代人相比起中古时期的也更为文明，而所谓“

文明”，也示意着新颖且不暴力的社会秩序。从野蛮社会转换为文

明社会的关键——国家。国家垄断了暴力、制定法律，使人民不再以暴力解决

问题，而是以一种被认为更“文明”的方式——谈判，来取而代之。同时，人们开

始追求更好、更便捷的生活方式，间接促使现代社会变得更有效率。

此外，自工业革命起，科学与技术发展迅速，也带来了科学思维。科学思维也

被称为理性，体现在现代人身上就是更加克制、冷静，且懂得三思而后行。理性更

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 陈胜业校友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 《 现 代 与 性 大 屠
杀》,波兰籍社会学
教授齐格蒙·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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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历史上备受歧视的族群

在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中，共有超过600万犹太人遇难。截至战争结束，欧洲三分之二的犹太人都死于纳粹

的屠刀之下。那为什么犹太人会成为纳粹屠杀的对象呢？

在基督教思想成为欧洲的主流宗教之前，犹太人曾进行了大迁徒，并以“外来者”的身份迁入欧洲社

会。犹太人在这期间，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生活习俗和族群宗教的传统，所以才没有被当地社会同化融合。正

因如此，犹太人在其他民族之间逐渐被视为“他者”。在基督教时期，犹太教虽然与基督教的源渊相似，但

两者作为一神教的信仰却相互排斥。当基督教在人们心中就成为了社会规则的核心，犹太教的生活及文化习

俗也随之变得与社会格格不入。由于不受大众待见，造就了犹太人在社会里被挤压、被欺负等的现象。

至此，犹太人不受大众欢迎的特征被上层阶级利用，渐渐地成为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中间人。上层

阶级安排犹太人承担各种不受欢迎的公共职责，如收税、监管农务等。可在下层阶级眼中，犹太人却是来自

上层剥削者的代表。鲍曼提及，犹太人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就像“三棱镜”一般，在不同阶层当中“折射”出

不同的形象。

纳粹德国与奥斯维辛

希特勒时期，德意志帝国奉行种族

主义的优生学政策，旨在提高“生产”

遗传条件“好”的基因，淘汰不良的基

因，称作“园艺文化”。由于犹太人不

可能在精神上改变信仰，更不可能接受

日耳曼精神，所以德国上层便认为犹太

人是“无价值的生命”，应该被清除。

当时，希特勒认为社会应该启动自我清

除机制将他们处理掉，逼迫犹太人佩戴

大卫之星来标签化他们。

1938年11月9日，德国发生了一场反犹主义的街头暴动，俗称“碎玻璃之夜”，一共造成了100人死亡。

相比之下，纳粹在4年内屠杀约600万位犹太人，并不是建立在暴民对于犹太人的怒气，否则他们将会面临社

会大众的反扑。所以，街头暴动显然不是一个纳粹清除犹太人“有效率”的办法，而现代社会也不能接受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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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了上述的种种问题后，德国纳粹因此才建

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将被划分为对社会没有

价值的人送到集中营里去，其中包括犹太人人、同

性恋者、精神疾病患者等等。集中营的运作就像是

一间工厂的流水线，按照精准的科学计算，利用毒

气杀害了约110万人。这最终体现了，从原初的“

园艺文化”到集中营的大屠杀，恰恰正是我们现代

人引以为傲的科学和理性作为基础与判断标准。

大屠杀的三大关键群体

大屠杀成功的关键，是因为有旁观者、加害者以及受害者的“配合”。首先，旁观者对加害者的行为漠

不关心，对受害者的处境毫不在意。当时期，他们给犹太商店作标记，甚至德国犹太人衣服上需要别上黄色

大卫星的徽章。他们精确地区别了犹太人的身份，以致于将自己置身事外。

除此之外，加害者的官僚制也极为关键。德国纳粹高层精心挑选了“普通”官员，负责处置犹太人。被

选出的官员服从上级的命令，所负责的事务与其他日常管理并没有明显区别。以至于，当上级对犹太人的处

置方案的“改良”，演变为在大屠杀的后，官员们也一如往常地开始驱逐犹太人，甚至最终渐渐转换为“解

决”犹太人。

至于受害者方面，犹太委员会负责维持隔离区的运作，并为纳粹政府提供金钱、信息、警力和劳动力。

因此，纳粹政府也常常让犹太人社区做出一些令他们难以下定论的选择。譬如，犹太委员会若不想要更多隔

离区的人受害，就只能交出一部分人选送往集中营，形成了犹太人内部自我迫害的困境。

恶的平庸性

在二战大屠杀中，除了希特勒以外，阿道夫·艾希曼也是关键人物之一。他是负责将犹太人运送至集中

营的负责人，更是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希曼被俘后

逃脱，之后流亡到阿根廷。在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多项反人道罪名起诉，最后被处以

绞刑。

在审讯中，作为党卫军军官以及德国公民的阿道夫·艾希曼表示，自己并没有执行屠杀，只是在服从命

令、守法，并履行本份。德国公民是以元首的命令为核心去执行政令的，他们认为每个公民都务必要按照元

首的命令行事。对此，艾希曼说道：“我的罪过仅在于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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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说道：

“艾希曼的恶不是极端的恶，而是平庸的恶。平庸的恶恰恰

在于不思考。做出极端恶的人不一定是极恶的，无条件服从的善

人，也能做出穷凶极恶的事情。”

人为什么服从权威？

在现代社会中，其实我们真正需要提防的是盲目的守法者，并不全然是违法

者。人类记忆中最怂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于次序的涣散，而是源于完美无缺、无可

指责且不受挑战的统治。

米格拉姆曾进行了一个实验，测试普通人是否也会单纯地服从上级和权威的命

令。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将进行记忆力测试的实验，并被称为“老师”。“老师”

将对一名假扮的“学生”进行词汇测试，若“学生”答错将会遭到“老师”的电

击。当电击的电量逐渐增大时，“老师”出于道德而感到迟疑，但专业人员则会鼓励

他继续电击，履行责任。

实验发现，多数参与者会在专业人员的鼓励下完成实验，甚至在听不见“学

生”被电击的惨叫声下，多数人更容易完成实验。米格拉姆由此认为，道德与距离

之间是有关系的，当距离越远时道德觉醒也会随之降低。他也证明了，人们都会在

服从别人的同时服从自己。在这场实验中，自愿与非自愿的服从被呈现得淋漓尽

致。然而，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这都是对权威的服从。

如同在二战大屠杀中，因果关系都消失于互动中。官僚体系的责任是分散的，

它拉开了道德和责任的距离。无论是上级、传达信息者又或者是杀手都不认为自己

是真正有罪的。官僚体系充满理性，因此当屠杀的工作被拆成很多个部分之后，每

个人都看似有责任，却也像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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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要表达什么？

多数人在没有好的选择或选择的代价提高时，更倾向于选择符合利益和自我保

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我保全也只不过是一个选择。现代性的不可逆是既定事

实，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将野心家的奸计扼杀在摇篮中呢？答案是，我们应该要维持

权威多元性的民主。理性不是斗篷，它注定成为一只铁的牢笼。

权威并不是真理，人民永远都要以批判的角度来审视权威。上文中的“权威”

代表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威，更是思想权威，也就是科学理性。关于责任，我们始终

也无法归咎于任何人，因为“在雪崩面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要是加害者

没有实施暴力，旁观者没有冷漠，受害者没有背叛、没有忍气吞声，悲剧也不会发

生。但我们也无法将已经发生的错误怪罪于任何一个人。实际上，在德国纳粹官僚

体系之下，所有人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但也正好是每个人的一点行为，才促成了这

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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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者”没有独立的思想
洪歆妍（初二忠）

我参加这场活动，是因为不了解希特勒以及二战历史。我认为，理性是不被外

界影响，以全面以及利益角度来决定策略，同时我也认为自己是个理性的人。很多

时候，当我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时，我只会在意自身感受，比较不会去考虑太多外在因素。此外，

我也认为其实犹太人以及纳粹官僚体系下的“守法者”在整场大屠杀中的经历最悲惨的，因为犹

太人一直被迫害，“守法者”则是没有独立的思想而大肆屠杀犹太人。

对米格拉姆实验印象深刻
蔡宛汝（初二信）

我之所以会参加这场活动，是因为觉得题材很吸引人，而且对我来说也是个较

新颖的课题，令我比较感兴趣且印象较深刻的是关于米格拉姆的实验。因为我在此

之前有看过，也觉得很有趣。我觉得这个实验本质是属于人性的考验。本场活动也

说了一些关于理性的说法，我认为理性最好理解的说法，是在面对事情时可以不参

杂任何私人感情去解决。我也觉得自己是个理性大于感性的人，我遇到事情时一般都较冷静，也

会三思而后行，且比较不会感情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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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七场爱阅读读书会

《那不勒斯四部曲》
采访报道 / 洪珮珊（初一勇）、郑雪暄（初二义）

 □ 吴静儿同学

 □ 张紫樱同学

9月30日（星期五）晚上8时，我校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及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通过Zoom平台举办了2022年第七场爱阅读读书会——《那不勒斯四部曲》分享会。

本次活动由吴静儿同学（初三廉）及张紫樱同学（高二文商和）作为分享人，并由

陈敬谦老师担任主持人。

自2011年起，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了《那不勒斯四部曲》，

分别为《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及《失踪的孩

子》。该书以功成名就的“莱农”为主视角，以回忆的形式讲述她与“莉拉”两个

女生从童年到老年互相比较、互相依赖的友谊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掀

起“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女性友谊所打动。

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

分享人从女性主义运动

的发展谈这部作品，其中法

国妇女运动便是世界妇女运

动的第一身。从法国大革命

起，参加革命斗争的妇女非

常可观，可谓是欧洲民族的

第一步。1789年7月14日，

法国妇女和男人一起攻克了巴士底监狱，这场斗争是历史上第一次妇女的大规模行

动，它标志着法国妇女运动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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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1年9月，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女

性与女性公民权宣言》，也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份

要求女性权利的宣言，表示了一种独特、完整

的女性思想。而法国女性运动开始影响英国、美

国、日本。从左翼视角来看，俄罗斯1917年的十

月革命才是促进男女平等根基的历史事件，也为

妇女解放迈出了一大步。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

政府宣布废除歧视女性的旧法，标记下了一系列

保证妇女权力和男女平等的法令，证明了男女地

位更为接近。

除了政治上的运动，女性过往也曾遭受过社

会传统陋习的压迫。中世纪欧洲认为身上有胎记

的女性是女巫的证据，这导致大量的女性被诬陷

成女巫，从而被折磨致死。据估计，在16世纪

末到17世纪末，欧洲有4万至6万名女性因而被

处死。中国裹小脚则是古代女性用布将脚紧紧缠

裹，使自己的脚扭曲变形，以此为美观。同样在

19世纪的欧洲，女性为了追求美观和表示自己有

 □ 有胎记的女性被认为是女巫的证据，这导致大量
的女性被诬陷成女巫，从而被折磨致死。

道德，就会穿着紧身胸衣，而穿着这种束腰的衣物，她们很有可能会暂时性昏厥，但这对于她们来说其实是

习以为常的事。可见，历史上对于女性的压迫在世界各地是轻易可见的。

那不勒斯的历史背景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小说背景是二战结束不久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立时期。在这期间，意大利

发生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起义，要求政府给予学生与工人公平的待遇。但是对于上层阶级来说，这些运动却并

不意味着一种社会变革。书中一位名为娜迪亚的富人亦支持学生运动，但其本意是为了得到拯救他人的满足

感、参与感，以表现出自己的用处与价值。相比起工人，富人的“革命”只是为了他们想象中的理念。

除了阶级上的对立，意大利在二战后，经济蓬勃发展，但基本上都集中在意大利北部。南意大利与北意

大利的经济面貌截然相反，那不勒斯作为一个坐落在南意的城市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因此南意人经常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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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北部及中部人的歧视和怠慢。如同书中的莱农，从南意嫁到北意后，因为她自

身的那不勒斯身份和口音，就经常被北方人歧视及嘲笑。

阶级的跃升和迷失

“假如一个人想一直做庶民，那他的孩子、孙子，都会命若草芥，不值一

提。”书中莱农和莉拉从小就无法接受“庶民”的生活，立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莱农希望通过学习，积累自身的文化、知识，以获得更高的地位，试图以自身的优

秀去取得别人的期待，并从中寻获自己的价值。

然而，莱农最终选择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阶级。即便如此，莱农也依旧无法成

为“真正的上层”，她始终缺乏精英阶级的文化底蕴。她盼望通过改造自己以忽略

真正的自我，让自己向上流阶级靠拢。这时她对“上流阶级”的渴望已变成一种执

着，而非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最终，她只能重塑自我，否则她也会被群体同化，

成为一个很平庸的人。

张同学分享道：“究其一生，人只是从一个圈子跳到另一个圈子。逃离自己受

不了的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被别人受不了。”诸如此类的矛盾只能通过重塑自我，

寻找自己以前的追求，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而不是迷失在一层层的关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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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他人的思想”
陈芷墨（初二义）

我是通过Gmail得知这个活动的，因为先前没看过这本书，就带着好

奇报名参加了本次活动。

我认为书中人物的思想是“套用别人的思想”，简单来说就是“转换概念”，

但这往往会有不了解就随意引用等情况发生。以童婚为例，古时候女方家庭可能无

法保护女性，就决定将女性嫁到男家，以便获得保护，从而慢慢延伸出这个习俗。

女性在古代地位往往比男性低，因为以前多靠捕猎为生，男生多承担捕猎的工

作，而女生力气比男生小，不能捕猎。可现今女性能做的事与男性的相当，但地位

却依旧低，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时代。习俗不应该控制思想，诸如此类的习

俗应当随着大环境变更。

换言之，我们不应该有阶级之分。我们应有“族群繁荣”的意识,若一味地排挤

族群中能力较弱的人，族群终会由盛转哀。因此，族群中条件较为优渥的人应当适当

帮助族群中较弱的人。

此外，莉拉由于没办法继续读书上学，也只能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生活，留守

在那不勒斯城区。在这段关系中，莉拉的丈夫只需要提供她生活的保障和物质上的

享受，但身为妻子莉拉却需要构建一个家庭并给予丈夫爱情上的幸福和喜悦。在不

对等的婚姻关系中，莉拉不仅没有获得幸福，更身陷家暴的危险之中。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两位女主人公虽然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却受到对女性

无处不在的限制，甚至二人的友谊也在彼此的成长中相互扶持、攀比与参照。在这

丰富和细腻的描写中，不由得让读者重新审思女性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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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熠》 高二级一日营
采访报道 / 洪可盈（高二理仁）、颜钰敏（高二文商勇）

为了能让学生尝试走入残障朋友的生活，增加

彼此对残障群体的认知，我校辅导处于9月8日及9

日（星期四及星期五），与双福升维发展协会携手

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一日营。本次一日营以《心熠》

作为主题，活动宗旨为：提倡关怀残障人士，培养

同理心；提供互动平台，增进班级凝聚力与协作能

力；发掘自身特长，学习自我肯定及肯定他人。

早上7时，营员们陆续报到并领取各自的名卡

和营服，一齐享用早餐。其后，营员们聚集忠礼

堂举行开幕仪式。在活动开始之前，营员们先行分

组，并选出各组组长及拟定口号。营队在整个筹委

团的营规说明及负责同学的带动唱下，正式拉开了

帷幕。

□ 同学将写好的心愿的纸星星投入许愿池。

□ 在负责同学的带动唱下，营员一同唱跳，活力十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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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营员通过破冰活

动和跑站游戏来进一步拉近彼此

的关系与距离，同时高喊着各组

口号以提高团队士气。

破冰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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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影响生命”

在一日营中，主办方邀请到了物理治疗师Kayson Ng分享

如何协助残障人士。他分享道“残障觉醒”一题，目的是让同

学们了解残障与区别残障的方法，辨析健全和残障的相似之

处。他也提及“OKU”（Orang Kurang Upaya）这个词，是指

永久性地失去身体的某一功能，一般状况超过两年皆可申请。

关于残障的类别，又可分成七种，分别是听觉、视觉、肢体、

智能、学习、语言和其他，也包括多过一种的障碍的残障。

破冰游戏

□ Kayson Ng物理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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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也提出对待残障人士的

一些方法，其中，耐心与细心是帮助

残障朋友时必须具备的基本态度，我

们要了解他们的需求，礼貌用语，以

免“帮倒忙”。Kayson讲师随后也邀

请营员现场示范位置转移的方法。

□ Kayson 讲师邀请营员现场示范位置转移的方法。

当天，Kayson Ng也带领学生们进行体验活动，包括：

手语猜猜猜
意义：学习认识手语以及手语日常生活的表
达，了解聋哑朋友的沟通方式。

进行方式：每组猜出所展示的手语意思，猜
中最多的组别获胜。

轮椅斜坡扫地
意义：体验残障朋友在轮椅上扫地，并感受
轮椅在经过不平的路面时会遇到的挑战。

进行方式：从起点推轮椅至斜坡，将路旁
的的垃圾扫入畚斗，带回起点倒入垃圾桶。

拐杖装水
意义：模拟在单腳的情况下，同时使用双
手握持拐杖与拿水的困难，感受行动的局
限性。

进行方式：用布套和拐杖捆着参与者的一
只脚，在起点处用杯装水行走至终点，将
水倒入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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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晒衣种菜
意义：体验障友在轮椅上从地上拾起物品、
晒衣服的困难，感受在无法站立情況下的限
制以及调整模式。

进行方式：从起点移动至A点，在轮椅上捡
起五支筷子捆成一束后，再插入水瓶口里。
接着从A移动至 B点，将湿衣服晒在五尺高
的绳子上。

盲人纸钞

意义：让学员们感受视障朋友使用钱币时所
面临的挑战，学习认识每张纸币的特性触觉
以及不一样的尺寸，并提醒学员们平日不应
随意将纸币揉皱，以免导致障友无法辨认。

进行方式：蒙上眼睛，透过触摸寻出站长所
设定的价钱，将桌上的纸抄和硬币从最大至
最小顺序排列。

盲人过障碍找物品
意义：学习在黑暗中保持信心移动，透过其
他感官，并相信组员的指示以及帮助。

进行方式：组员套上眼罩，彼此手牵手进
入“暗房”，听从指挥者渡过各个障碍，让
他们在时限内找出指定物品。

下床上厕所
意义：体验照顾者的辛苦和协助病患的正确
方式。

进行方式：三人一组，轮流成为照顾者和病人。



45校园动态

障友分享自身生命故事

在享用晚餐的时候，营员们被要求蒙上眼罩用餐，以体验视

障人士的用餐生活。直到自己感觉已将晚餐享用完毕后方可举

手，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摘除眼罩。晚餐后便是最后一次带动

唱的环节，在数位筹委的领唱下，营员们一起唱了营歌《我们青

春》、《海阔天空》和《最美的太阳》，现场氛围欢乐感动。

最后，双福的障友们分享了自己亲身经历的生命故事。这些

残障朋友都拥有不同的残疾障碍，如肌肉萎缩症、脊柱裂、脑性

麻痹和成骨不全症等等。透过这次交流，营员们在障友身上看见

其坚强、毅力、勇气及乐观的态度。

他们之中，有的是第一次在大众面前

发言；有的从小就希望能找到一份好

工作来养活自己；有的甚至是位残疾

运动员，想进一步代表国家参加奥运

会，同时拥有一个成为励志演说家的

梦想。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去

实现自己的潜能。

□ 营员们蒙上眼罩用餐，以体验视障人士的用餐生活。

单手穿衣服
意义：体验单手做事的感受，学习珍惜双手
健全的做事便利。

进行方式：限用一只手穿上衬衫，依序扭上
五颗纽扣，再一一打开。

拇指不见了&用脚写名字
意义：体会拇指存在的重要性，了解到天生
拥有健全的拇指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之事。

进行方式：脱下鞋子，用脚趾夹着铅笔在纸
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完成后将拇指套上绷
带，再用筷子夹起玻璃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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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与听见障友的世界
叶韦欐（高二理孝，《心熠》一日营主席）

随着实体课的回归，我们有了想要举行一日营的想法，提供同学们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

藉此增进班级凝聚力。本次一日营的主办单位为辅导处，为了能更好地让同学们走入障友的世

界，辅导处也邀请了双福升维发展协会协办本次的一日营。另外，辅导处也招募了30位筹委，让我们有机会

共同参与一日营的筹办。筹办过程中，辅导处的老师们从旁协助及适时指导，而筹委也积极配合开展各项工

作。一日营当天，筹委也都能互相配合沟通，灵活应对各种问题。

这两天，我看很多营员都积极参与各项游戏及活动，并且能配合筹委及志工们的指示。我期盼各位营员

在此次营队中都能有所收获，得以藉此看见与听见障友的世界，同时与营员建立了更为深厚的友谊，带着美

好的回忆回到家里。当然，一日营中也少不了一些安排不周的环节，若有机会，我们也会在未来的活动加紧

把关及持续改进。

总之，很庆幸自己得以见证营会开始筹办到画上句点的整个过程，我从中所收获及学习到的着实不少。

非常感谢辅导处老师一直带领着筹委团踏步前进，也感谢双福升维发展协会、生命展翅中心、学校各行政单

位、家教协会、校友会、高二级班导师、摄影学会、圣约翰救伤队等各方的努力与协助，才能共同促成本次

的一日营。

享受欢乐的氛围
古维凯（高二理义，筹委）

这是我第一次代表高二级担任一日营的筹委，也是第一次尝试带领营员参加带动唱的环

节。我原本的想法是想创作营歌，但由于自己缺乏一些的音乐细胞，最后只得选出几首励志歌

曲。我十分享受这种欢乐的氛围，在把大家带动起来时，我自己也会感到开心。一开始我还是会有些紧张，

所以我先调整自己的心态，将自己投入活动之中，等到站在舞台上时就能顺其自然地表现了。

这次的一日营是个相当不错的体验，毕竟自己既是筹委，也是带动唱的负责人。若下次还有机会再筹办

同类活动时，我还会想继续当筹委，尝试接受更多的挑战，让自己累积经验，更上一层楼。

亲自体验协助障友
黄炜翔（高二理仁，营员）

在主持人问是否有同学愿意上台示范时，我毫不犹豫地举手，是因为没有尝试过抬别人上

轮椅，因此想要亲自体验和操作。虽然事与愿违，我成为了被抬起来的那个人，但还是感到很

开心，能够为大家亲身示范。

对我而言，一整天的活动非常充实，所有活动我都有充分地参与。尤其是早上的跑站游戏，活动的设计

都非常有趣用心。本次营队中，除了能跟同学一起互动之外，我还知道如何将人抬起以上下轮椅，除此，我

也学习到，在与坐轮椅的残障朋友进行交流时，应当尽量让自己的视线与其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才能

让双方有一段舒适和睦的交流。当然，还有其他关于残障的知识，如残障等级、残障种类等，这些都是我在

日常生活中不常接触到的事物。

除了晚上的带动唱声量过高之外，其他的部分我都很满意，能够感受到此次的筹委都在很用心作准备。

如果下次还有相似的活动，我还想要参加，因为这是十分有趣且充满意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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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造美好回忆
谢广婷老师（辅导处主任）

过去两年的网课，大家面对着冰冷的荧幕，缺少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温度。随着实体课的

回归，结合2022年高二级德育价值——“责任”，希望可以将过去的操练化为实践，深化同学

对社会责任认知与意识。

一日营主题是《心熠》，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心意、诚恳的互动，从心散发出光芒，照亮

自己，也温暖身边的人。为了能让学生更直接地与障友建立起友谊的桥梁，以及学习正确操作

辅助器材的技巧，我们特别邀请了双福升维发展协会协办此次营队。

双福升维发展协会是一家非盈利机构，成立于2001年，秉持着“给他鱼吃，不如教他捕鱼”的理念来帮

助残障人士以及社会更生人。过去也曾举办义工培训活动，以提升社会大众对于协助障友的关注与意识。因

此，本次结合双福的障友及志工，透过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及生命故事分享，希冀让营员们切身体会障友的世界。

本次一日营招募了30位高二级筹委，在筹委们的精心策划与筹备之下，为全体高二生创造了共同的美好

回忆。此次一日营能圆满结束、顺利落幕，实乃各方之努力成果，其中包含双福升维发展协会、生命展翅资

源中心、学校行政团队、家教协会、校友会、高二级班导师、辅导处老师、高二级筹委团、摄影学会及圣约

翰救伤队的辛勤付出。

□ 高二级一日营筹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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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the Merrier with Fun English! 
ELC Ambassadors Club# English Week

 Reported by ELC

 □ Huge thanks to the ELC Ambassador’s Club teachers-in-charge and students.

After two years of having an empty school campus,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was brought to life again with about 180 participants 
in the 2022 English Week organised b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Club, supported by the ELC. The ELC was bustling with activities and 
an atmosphere of gaiety from the 25th to the 29th of July 2022.The 
English Week aimed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It also provided a good training ground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use and develop the language in a fun and exciting way. 
The English Week was carried out at the ELC Reading corner, during 
the first recess of all the five days. Students were rewarded based o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six activities. 

Day 1 -  “Bookmark Designing”.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some materials to design their own bookmark 
citing any famous quotes. They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create their own quotes and write them in the bookmarks. 
The outcome of this activity was mesmerising as some 
students came up with  really creative quotes and designs. 

 □ Bookmark De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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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  “Word Search” and “Vocabulary 
Building”. For the thematic word search 
activity, each participant was to find  the words 
arranged in the grid in the hardcopy provided. 
As for the vocabulary building, participants 
had to extract at least eight words from a list of  
words provided. 

Day 3 - “Pictorial Idioms”. Pictorial 
clues  associated with eight idioms  were put 
up on four art stands. In pairs,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guess all the eight idioms 
by looking at the clues. It was encouraging 
to see our participants walking around ELC 
enthusiastically to guess all the idioms. 

 □ Admiring students’ winning pieces while the Massive Book Sale is happening beside them.

Day 4 -  crossword puzzle. Participants were 
to identify the words in the grid,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with the help of hints given for each word. 
The participants were extremely focused when doing this 
activity individually, and some sought help from their 
peers when they were stumped. 

Day 5 - Finally, the last day of English Week wa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ones. Participants, in groups of 
3, competed against different groups to answer questions 
on “Homonyms & Homophones” on a board game. The 
questions were either in the form of fill in the blanks or 
role-play. Students enjoyed the role play the most with 
plenty of engagement and laughter ringing throughout 
ELC .

 □ Guessing the idiom during the Pictorial Idiom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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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a stamp on their Bingo card after each activity. Students were elated when 
they received each stamp, which  motivated them to participate in all the subsequent activities on the English 
Week. The rewards for the English Week were given based on the number of stamps that they had received. 
Attractive prizes were sponsored by the Tan Sri Yeoh Tiong Lay and Puan Sri Tan Kai Yong Aided Hin Hua 
High School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eacher and Student Training Charitable Fund to acknowledge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also to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more activities held in ELC in the future. Overall, we 
ha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and students were very active in all the activities. 

A massive pre-loved book sale was also held across the entire week and extended all the way through to 
the end of August. Many students came and browsed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approximately 140 books 
were sold at RM2 each.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Ambassador’s Club, committee, and teachers-
in-charge (Ms Thino, Ms Suchatra and Ms Suarnah) for putting in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to make this event a 
truly momentous and successful one. We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ose who have put their 
heart into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week. It is hoped that this programme  encouraged 
students to love learning English and ultimately build up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onfidence level.

 □ Enjoying a bout of board games related to Homonyms and Homophones.

 □ All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a stamp on their Bingo card after each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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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Zhi Xuan (J1 Dublin)
This is my first time taking part in the activities organis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during the English week. I participated in all the activities such as 
bookmark designing, word search, vocabulary building, pictorial idiom, crossword 
puzzle, and board game. The activity that I liked the most was vocabulary building 
because I managed to learn a lot of new vocabulary. After that, I also got some attractive gifts so 
I felt as happy as a king. Overall, I like the English Week a lot because it gives us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nd use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rough fun and engaging activities. Therefore, I will 
definitely participate in events like this in the future. 

Azimah (J1 Toronto)
This is my first time participating in ELC’s programme. There were many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uch as bookmark designing, pictioral idioms, crossword 
puzzles and so on. I participated in all the activities and collected six stamps. I 
was delighted with my achievement. Of all the activities,  I liked the board game 
because the game was a version of snake and ladder. I had to play with my friends to beat the other 
group. I had fun and hope to join more activities next year. 

Eng Hong Xuan  (S1 Melbourne)
What a memorable week! It really feels nice to be able to take part in these well-

planned activities after two years of being "imprisoned" in our home. Throughout 
the week, I was able to tell that the students who stepped foot into the ELC had a 
great time while learning and spending time with others, including myself. I looked 
forward to going to ELC along with my friend but I also stayed for the lively aura, especially the 
volunteers, who all left a long-lasting impression on me because of how soft-spoken, kind and 
inspiring they are. Overall, since it is my first time participating, kudos to everyone! So great to 
see students taking English seriously.

Some of our participants’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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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报道 / 谢依恩（初三爱）

由于疫情稍有好转，因此近年来都无法

举行的宿舍篮球比赛，于9月22日（星期四）

傍晚6时30分重新拉开序幕。首先，开幕的是

几位宿舍老师精彩的友谊赛，分别是黄群量

老师和李承骏校友对战陈国华主任、叶嘉玲

老师和彭嘉俊老师。

这次篮球比赛采取的赛制是3打3（3v3）

，而4个小组分别在不同的场内同时进行比

赛。一个小组内有3个队伍轮流进行对决，再

根据比赛的正负值来晋级半决赛的队伍。最

终披荆斩棘成功闯入半决赛的队伍是“一轮

游队”、“汪汪队”、“mrs bye队”和“不

要垫脚队”。

由于女生小组赛只有3个队伍参加，因此

女生赛的冠亚季军仅通过一轮比赛便以2:1:0

的比分就分出胜负结束比赛。最终，女生组

的冠亚季军分别是“吃宵夜吗队”，“啊对

对队”以及“jenjarom麦浪队”。

经过1个小时半的激烈奋战，男生组的比

赛最终由“mrs bye队”夺下宿舍篮球比赛的

冠军，而亚军和季军分别是“不要垫脚队”

和“一轮游队”，殿军则是“汪汪队”。

宿
舍
篮
球
比
赛

□ 老师与校友的友谊赛掀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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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李凯扬（高一理仁，参赛者）

这次比赛跟以往的比赛不

一样，因为这次是3打3，所以

很期待。另外，篮球可以说是

我生命的一部分，毕竟我从小

学三年级就接触篮球了。对于

我这次的表现我觉得很棒，包括我的队友，

我们都尽全力去比拼，最后得到属于自己的

名次。冠军队伍是我很佩服的队伍，因为他

们真的太强了，也因此我们最终败了给他

们。希望明年的宿舍篮球赛可以恢复以往比

赛的形式，这样我就可以跟更多朋友一起去

比赛，争夺锦标。

场上的努力拼搏让我佩服
叶施彤（高一理仁，观众）

宿舍篮球赛在激烈、精彩的气氛下落下

帷幕。有幸能参与继2019年来的第一场竞

技体育赛，一睹球员在场上的英姿，他们团

结拼搏，观众的助威声也成为最大的精神支

柱。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开场老师及校友之

间的对决，很精彩，赛况也出乎意料。这也间接展现他们

对于宿舍活动的重视与投入。 

我最喜欢的队伍是“吃宵夜吗”，这是由我朋友组建

的。场上的她们挥洒汗水、努力拼搏让我感到佩服。在此

也衷心祝贺她们取得耀眼的成绩! 这次的比赛很难得，或

许因为缺乏经验而显得生疏，希望未来有更多样化的活动

让宿舍生参与，为宿舍生活增添的色彩。

□ 男生组冠军。 □ 男生组亚军。

□ 女生组冠军。 □ 女生组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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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ing Home the 1st Runner-Up Prize!
The 2nd Selangor, Kuala Lumpur and Negeri 

Sembila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Forum Competition 2022

 □ Group photo with the teacher chaperones .

The 2nd Selangor, Kuala Lumpur and Negeri Sembila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Forum 
Competition was held successfully in Kwang Hwa Private 
High School on the 20th of August. Our team brought home 
the 1st Runner-Up prize with the theme “education” amidst 
a tight competition involving 10 schools! 

Our team, comprising Mabelle Tan Ern Xhi (chairperson, 
S3 Chicago), Chui Chi Kuan (1st speaker, S3 Ottawa), Eugene 
Gan Ming Tao (2nd speaker, S2 Athens), Yap Jia Qi (3rd 

speaker, S1 Canberra), Siew Yue Ying 
(reserve, S3 Wellington), Phang Hong 
Hao (reserve, S3 Washington) and Chow 
Yong Xiang (reserve, S3 Manchester), 
impressed the panel of judges with 
their discussion on the necessity of a 
university degree for success. Of the 
three speakers, Eugene Gan played the 
role of a successful real estate agent who 
did not further his studies, Yap Jia Qi was 
a successful engineer who completed his 
university studies, and Chui Chi Kuan 
was a Senior Three student who would 
be graduating high school soon. The 
team discussed the topic based on three 
main areas - the benefits of a university 
degree in terms of building success, the 
financial issues of pursuing a university 
degree, and the definition of success. 

 □ The team presenting their forum entitled ‘Is a 
University Degree Necessary for Success?’.

 Reported by 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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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n all, the preparation done by all 
members of the team was robust, and 
the Q&A practices were filled with 
ideas thrown and research done.

This year, one of the invited 
adjudicators was none other than 
our alumni, Dr Too Wei Keong, 
who is currently serving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He and 
the other adjudicators commented 
that students should avoid forcing 
an accent as when it came to the 
Q&A session, students would revert 
to their natural accents, making the 
presentation unnatural. This was a 

 □ On stage receiving the 1st Runner-Up prize at the end of the competition.

 □ Award ceremony in ELC.

plus point for our team as they all presented naturally. Also, the adjudicators advised students to avoid playing 
roles that are too far-fetched or irrelevant to their topics. 

It is commendable that the team got themselves prepared in a very short time after being shortlisted 
through an audition. Once again, we would like to send our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team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achievement, and look forward to their constant self-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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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p Jia Qi (S1 Canberra)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mpetition has certainly been monumental 

for me. I’ve gained a lot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like learning 
how to speak persuasively or how to carry myself on stage and 
speak charismatically. It was definitely a learning experience. We 

even got second place - not bad!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teachers and my 
mates. Without them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given my best. I would definit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once more if there even is one next year.

Eugene Gan Ming Tao (S2 Athens)
This was my first time doing anything of this sort, and I must say 

that I'm glad I gave it my best!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exactly, 
but going into the audition, I wasn't very confident. A few days later, 
I received news that I had been chosen to compete. I felt excited yet 

nervous, since I had never been good at public speaking. In the end, we trained 
long and hard to get 1st Runner-Up for Hin Hua High School, which was quite 
surprising for us. I hope an opportunity like this will come up once more.

 
Mabelle Tan Ern Xhi (S3 Chicago)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s Prem for encouraging 
me to join the audition despite the doubts I had of myself at 
that time.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dm Boo, Ms Jolyn, Ms 
Shyne, Ms Evon and Ms Amanda who have shown us support 

by coaching us and giving us feedback. My teammates have been an immense 
encouragement to me, giving me support when pressured and advice when 
needed. Though we had a short period of training and bonding, I am very proud 
to have this achievement shared together with them.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Chui Chi Kuan (S3 Ottawa)
I went from feeling nervous during the audition, to excited when 

I got selected, to awkward when the whole team first met, to tired 
during practice, to anxious before we went on stage and then to feeling 
ecstatic when we received our prize. Having this experience and 

opportunity to learn so much has been a wonderful roller coaster ride. Thank you to 
all the teachers for their guidance and support, and cheers to all my teammates for 
the wonderfu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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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w Yue Ying (S3 Wellington)
It was quite a fun and exciting experience! I was elated when 

I got selected, but my anxiety grew as the day of the competition 
drew closer, because a week after the training period was our S3 
UEC Trials. The short training period was not only filled with many 

memories, but the efficiency of the team made it so that no time was wasted. All 
of my teammates had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we were able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for this competition and for our future endeavours.  There were many fun 
and precious moments that I’ll never forget, which include casually socialising 
with teams from other schools and even some team bonding moments. Thank you 
to all of my teammates and teachers who helped in guiding and supporting us. 
 

Phang Hong Hao (S3 Washington)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including the teachers, for allocating 

time for our audition to make our dream come through. My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for being caring and giving me a sense of family. To be 
honest, I felt insecure when I received the email informing me that I 

had been selected for this external competition. During the two weeks of preparation 
and bonding sessions, I also felt as though I was not as good as others who have 
strong foundations in English, but the training sessions gradually built my confidence. 
Fortunately, we made it and showcased our best and won the 1st Runner-Up prize.   
 

Chow Yong Xiang (S3 Manchester)
What a great experien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that led and gave advice to us, always willing to help. Preparing for 
the competition just right before the S3 UEC Trials was challenging 
for obvious reasons,  but the bonding and efficiency of the team were 

just out of this world. Not to mention the outstanding public speak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my teammates have too. Although being just a reserve, I still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experience. Meeting these highly skilled teammates is already a win 
for me.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precious times where we struggled with pronouncing 
“materialiscally”, walking around and bonding like we’re old friends with other 
schools’ teams, and the freestyle rap we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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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届星洲日报全国中学生时事问答比赛》

我校荣获终极 PK 赛冠军、全国优秀奖
供稿 / 兴华中学星洲常识队 

 □ 获奖学生与苏进存校长（右一）、课外活动处刘久进主任（左二）及负责老师梁耀文老师（左一）合照。

我校学生于2022年7月8日（星期五）、8

月13日（星期六）及10月1日（星期六）参加

由由星洲日报主办、教育部支持、余仁生协

办的《2022年第21届星洲日报中学生时事问

答比赛》的入围赛、决赛及终极PK赛。我校

共有四名学生晋级全国100强并闯入决赛，其

中两名学生在决赛中取得优秀奖，一名学生

获得终极PK赛的冠军。

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依序为入围

赛、决赛以及终极PK赛。本次入围赛共有

1579人参加，参赛者需通过电脑，在指定日

期及时段上网作答。最终，我校四名学生，

马凱权、陈颖暄、赖诗月及张鏸匀，成功闯

过千人关，晋级全国100强并进入决赛。本次

决赛共有101位学生晋级，晋级全国100强的

参赛者通过电脑同步上网作答，由主办单位

进行线上监督。我校两名学生，陈颖暄与马

凱权，皆以24分的成绩取得优秀奖。

最后，出席颁奖礼的18名决赛优胜者，以现场提问方

式进行终极PK赛，角逐“校园资讯王中王”宝座。我校学

生马凱权，成功在此赛事中赢得冠军，并荣获“校园资讯

王中王”之称，亦是我校学生首次获得该奖项。

本次比赛题目分别来自2022年5月1日至6月19日（入

围赛）、6月20日至7月24日（决赛）及7月22日至8月31

日（终极PK赛）刊登在《星洲日报》的新闻，涵盖国内

外时事、娱乐、经济、体育、养生、医识力，以及《活力

副刊》快乐家庭版、《星期天周刊》和《学海周刊》的资

讯。其宗旨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互联网和资讯工艺的认识与

掌握能力，并培养学生对时事的关注与兴趣。

历年来，常识队员在长期努力和充分准备

下，在比赛中接连不俗表现，成功为我校斩获多

项奖项。课外活动处一直积极地召集并组织校内

热爱常识、关注时事的学生参赛。欢迎有兴趣的

同学、志同道合的朋友，到课外活动处向梁耀文

师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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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凱权获得“校园资讯王中王”奖项。

以时事补充自己的知识库

马凱权（高二理仁）

非常高兴能参与这项比赛，确实

是不同的体验。起初，我和队员都

没有想过得到任何奖项，但是在备赛期间都乐在其

中，互相分享所阅读到的新闻。这也让我意识到自

己以前阅读报纸过于片面，没有仔细阅读标题下的

内容，错过了很多资讯。在终极PK赛中荣获冠军是

我是意外之外的成就。出于课业繁忙，缺乏时间准

备，然而非常庆幸自己有留守许多新闻，接触不同

的知识，才能对答如流。在此也希望同学们能积极

阅读报纸，不仅跟上时事，还能补充自己的知识库！

阅报的过程中碰撞出火花

陈颖暄（高二理爱）

这次的比赛对我而言充满未知和

挑战，因为上了中学后我不曾参加这

项比赛，也因为逐渐繁忙的高中课业而不再保持阅

报的习惯。在备赛过程，我们也因为需要同时兼顾

其他比赛，而经常感到非常紧张。即便如此，我和

队员也都全力以赴。可以说，这项比赛在一定程度

上开拓了我的视野，它让我了解到世界各地所发生

的大小事。在阅报的过程中，我和队员也经常互相

交流。在讨论的过程中碰撞出知识的火花，这对我

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对于获奖，我感到很意外但同

时也很开心。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努力所达到的，也

得益于队友的鼓励和老师的支持。

晋级全国100强：马凱权（高二理仁）、陈颖暄（高二理爱）、 

                 赖诗月（高二理爱）、张鏸匀（高二理信）

全国优秀奖：马凱权（高二理仁）、陈颖暄（高二理爱）

全国终极PK赛冠军：马凱权（高二理仁） 

得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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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届国际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

我校荣获国际团体冠军及季军
供稿 / 兴华中学陈嘉庚常识队  

我校学生于8月27日（星期六），参加由陈嘉庚基金联谊会主办、集友陈嘉庚教育基金荣誉赞助及马来西

亚陈嘉庚基金承办的《第二届国际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我校队伍二和队伍一分别荣获团体冠军和团体

季军，队伍三晋级十六强赛。

本届赛事借鉴于第一届国际常识赛的经验，第二届延续使用网络云技术进行，初赛以线上笔试以及晋

级赛以线上问答对垒的方式进行，吸引来自中国、香港、澳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50所学校，共227支

队、1135名代表参赛。本届赛事延续第一届赛事的宗旨，即缅怀先贤、“从侨到桥”以及理性对话，鼓励

全球华人子弟见贤思齐、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学习陈嘉庚先生遗下的珍贵精神，并跟随先人的足迹进一步

探寻海外华人的历史烙印、连接海内外华人青年。本届比赛赛题涵盖了“陈嘉庚生平事迹”、“中国近现代

史”以及“海外华人简史”等共8本读物，以线上的方式供参赛者们阅读。书籍内容精彩多样，涵盖范围极

广，使参赛者们获益良多。

我校两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

8月6日（星期六），我校八支队伍共40名学生代表，在课外活动处梁耀文师组织下，参加线上初赛笔

试。各队选手需在40分钟内作答100道选择题，团体分数累积最高的十六支队伍（一所学校最多三支队伍晋

□ 颁奖礼主办单位、嘉宾与得奖队伍大合照。

□ 巴生兴华中学队伍二荣获冠军。                       □ 巴生兴华中学队伍一荣获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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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得以进入晋级赛。其中，我校三支队伍成功晋

级十六强。在8月27日的晋级赛中，我校队伍一和

队伍二在一顺利通过十六强及八强晋级赛的考验，

成功进入了四强总决赛，而队伍三在八强赛中不敌

对手遗憾止步。在总决赛中，两队面对来自新山宽

柔中学以及香港创知中学的挑战，在决赛中上演了

精彩又刺激的抢答赛。

最终，本校队伍二以105分夺冠，队伍一则以

89分荣获季军。本校三支晋级队伍于8月28日（星

期日）到吉隆坡陈氏书院参加颁奖典礼，本次颁奖

典礼分别在马来西亚和香港进行同步跨区实况转

播，同时结合线上与线下的方式举行，出席嘉宾包

□ 晋级16强的巴生兴华中学队伍三。 

□ 我校师生与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前排中）和曾孙陈
铭（第二排中）合照。

队伍二：冠军
马凱权（高二理仁）、陈颖暄（高二理爱）、赖诗月（高二理爱）、

张鏸匀（高二理信）、李珮蓉（高二理义）

队伍一：季军
许智翔（高三理忠）、李子怡（高三理忠）、黄诗薇（高三文商廉）、

林国源（高三文商礼）、叶家欣（高三文商勇）

队伍三：晋级16强
萧乙恒（高二理信）、林宜柔（高二理信）、陈宇轩（高二理信）、 

许玮倪（高二理义）、蔡维彬（高二文商礼）

兴华中学获奖与晋级国际16强队伍名单

括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及曾孙陈铭、香港陈嘉庚基金

会主席卢文瑞、大马陈嘉庚基金会联合主席拿督张

润安、中国驻马大使馆教育参赞赵长涛等。在颁奖

典礼后，本校队伍也在陈氏书院的导览员带领下参

观陈氏书院的各个角落，获益匪浅。

历年来，常识队员在长期努力和充分

准备下，在比赛中接连不俗表现，成功为

我校斩获多项奖项。课外活动处一直积极

地召集并组织校内热爱常识、关注时事的

学生参赛。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志同道合的

朋友，到课外活动处向梁耀文师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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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文历史、学习民族典范

梁耀文老师（负责老师）

我校这些年来无论在陈嘉庚、华教常识、星洲日报等常识赛，学生都能自学自律

自觉地学习以及吸收学长姐的宝贵经验与累积知识，并充分地进行备赛和完成各项赛

事。能否获奖是其次，最重要学生能发挥互助友爱、团队合作的精神，培养人文素养，了解人文历

史、学习民族典范，把先贤精神发扬光大以及传承下去。

今年学生回到学校进行比赛，线上比赛充满许多未知数，赛前虽已确保学生有稳定网络与设

备，主办单位的比赛系统却第一次遭遇恶意攻击，导致十六强的两场比赛一直中断。我校队伍在其

中一个场次的比赛也重赛了一次，原本十六强赛延迟至晚上6点结束，主办方也向校方与家长表达歉

意。最终，总决赛在晚上10点半顺利结束，大家整理与收拾场地后一起吃晚餐。

感谢校长在比赛前中后的鼓励与关心，莫副校长与王翠玲副主任提供ELC的MML课室，黄志光主

任下午5点关闭楼层门时特别买面包给学生，刘久进主任帮忙打包提供的晚餐以及第二天颁奖礼的载

送，郭清建师的第二天颁奖礼的交通协调，莫建华师的网络技术支援，节令鼓队学会活动更换场地

与灭音处理的配合，保安在夜晚下大雨允许家长车辆进入校园载送学生回家等。最后，感谢主办方

一直秉持嘉庚精神，推广各项活动让学生获益不浅，举办线上国际赛已经是庞大的工作，赛后还需

通宵准备隔天与香港同时线下实体与线上直播的颁奖礼真不容易。

 

□ 线上决赛直播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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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同属成员的扶持

黄诗薇（高三文商廉）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陈嘉庚常识比赛，但这却是我们高三队的最后一项比赛。今

年的比赛范围新增了几本全新的读物，而提供给我们阅读理解的时间不长，加上比

赛时间临近统考预试，我们只能善用每一段零碎的时间。每天在备赛与备考中徘徊，我也曾经迷茫

过，想着不如算了，先专心备考，却又不甘心放下，不想因此留下遗憾。

其实当时的我对于能否闯入决赛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新增的范围实在太多，但最终的成绩

也反映我们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也许最终的结果不是最好的，但大家互相扶持，打了一场又一场

的比赛，收获的除了成绩，还有友谊。最后，很感谢当初梁老师把我带进常识队，感谢所有常识队

的成员互相给予的鼓励与信任，最重要的是谢谢我的四位队友，高三队能走到这么远你们缺一不

可，第三名的荣誉同时属于你们！

 

克服压力，守住得来不易的机会

赖诗月（高二理爱）

说实话，这次比赛我们队的所有人都抱着比去年更大的心理压力。一来这次的比

赛受到更多人的关注，有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参赛队伍；二来我校去年取得了比赛

的冠军，这次再度参赛，大家希望能尽全力达标。今年和去年的最大不同点就是学校已让学生返校

上学了。去年，大家都在家中备赛，时间上相对更加充裕也容易安排。但是今年，我们都升上了高

二，不止课业繁忙，课外活动也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星期天早上的备赛总会有队员缺席。

无论如何，我们都坚持下来了。走过了初赛，团体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大家状态都有点不

好，我开始为能否进入晋级赛而担忧。皇天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还是成功闯入晋级赛。吸取前面

的教训，我对这次的比赛更加上心，我们都想守住得来不易的机会。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坚持是正确

的，希望接下来的我们会越走越好。

 

期待来年继续取得佳绩

萧乙恒（高二理信）

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的经历。从一开始接触读物到跟队友一起备赛，除

了对陈嘉庚这位先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外，同时也获得了宝贵的参赛经验。虽然最

后止步于八强，离决赛只差一步，但说实话，能从初赛227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晋级十六强，已经超出

我的预期了。

我认为这次比赛最大的收获在于和队友备赛的过程，大家都付出很多。当然，除了定期的备赛

时间外，大家也花了许多课余时间在比赛，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和付出。由于我们今年是第一年参

赛，所以我们的负责老师——梁耀文老师，会在过程中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在这里，我代表第三

队感谢老师的付出。最后，期待明年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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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职员荣获
第 7 届华教杯乒乓赛殿军

供稿 / 体育处 

我校教职员荣获第7届华教杯乒乓赛殿军，载誉归来。董总主催的三年一度的华教杯，今年由吉打董联会

主办，吉打州双溪大年新民独中承办，并于双溪大年阿曼再也体育中心举办。赛会于9月4日（星期日）掀开

序幕，并于9月6日（星期二）在双溪大年新民独中礼堂举行群英宴及闭幕典礼。

华教杯专为独中、华文大专院校的教育工作者而设的运动盛事，此届参赛者数量为历届最多者，共有董

总、新纪元大学学院、关丹中华中学及24所独中的董事和教职员组成的24支羽球队及11支乒乓队参加。

□ 临行前我校教职员与苏校长（中）合影。左起课外活动处刘久进主任、郑月圆老师、体育处苏爱云主
任、李增注老师、苏进存校长、林蓁巸老师、刘美娥老师、邱谊东老师及黄循荣老师。

□ 我校教职员乒乓队不负众望摘下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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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校领队苏进存校长、队长李荣兴副校长的带领下，共派出体育处苏爱云主任、课外活动处刘久进主

任、李增注老师、刘美娥老师、林蓁巸老师、邱谊东老师、郑月圆老师和黄循荣老师赴赛，并不负众望成功

摘下殿军。

此次赴赛，我校教职员乒乓队也获得了多个单位赞助服饰，其中有SUNLIGHT GALAXY SDN BHD赞助两套运

动衣裤和背包、ESTAN ENTERPRISE赞助一套运动衣裤、SPORTOMI SDN BHD赞助一件衣服、校友会赞助“兴华

人”衣服。

难得北上吉打，我校队员联系上了上世纪90年代曾在兴华服务的陈爱珠师、李淑临师和陈智能师。虽

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故人相见还是额外亲切。我校使用至今的运动会标志，就是由陈智能师于

1986年所设计。他除了接风宴请我校队员，并热情地到场支持，与我校队员共度三天的赛会的同时，带领大

家导览吉打的美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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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典礼上的全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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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服务我校的陈爱珠老师（前左四）和陈智能老师（前右三）到赛场给我队加油打气。

□ 陈智能老师（左）穿着由他设计的运动会标志
的衣服与体育主任苏爱云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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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雪州、全国学联赛 

供稿 /  体育处

续巴生学联各项目比赛后，各项目将会选出优秀的运动员代表巴生参加雪州学联及代表

雪州参加全国学联比赛。

我校运动员在巴生学联赛各项目取得佳绩，同时表现优异的学生也取得代表县级及州级

参加州级及国级比赛。

雪州学联越野赛跑(3/7~6/7)
荣获女生乙组团体亚军、女生甲组团体冠军、男生甲组团体季军

女生乙组
团体亚军、第十名：郭丝盈（初三和）

 
女生甲组
团体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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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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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许筱恩（高二文商礼）；第六名：陈凯萱（高一理信）；

第十二名：苏盈祯（高三文商廉）；第十七名：马彦芷（高一理爱）；第十八名：李恩惠（高一理仁）

男生甲组
团体季军：杨竣丞（高一理爱）、叶琪煜（高一理爱）、杨凯丞（高二理信）、林攀盛 （高二文商勇）

第十二名：林攀盛（高二文商勇）；第十九名：杨竣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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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学联篮球赛(25/7~28/7)
荣获女生甲组冠军、男生甲组冠军

女生组冠军：

陈慧欣（初二义）、

赖惠盈（初二礼）、 

朱家慧（初三忠）、

黄曼宣（高一理仁）、

刘玮盈（高二文商勇）、

黄曼盈（高三文商平）、

男生组冠军：郑立洋（高一文商礼）、

             刘建铭（高三文商勇）  

雪州学联游泳赛(1/8~3/8)

400m自由泳季军、200m混
合泳季军：叶容煜（初二仁）

雪州学联游泳赛(1/8~3/8)

G4 Belantan Johan，G4 Bola Johan，

G4 Individu  Keseluruhan Naib Johan，

G4 Tanpa Alat Ke-6，G4 Pasukan Ke-3，

Junior Lat. Berkumpulan Ke-3：郭晖琪（初一仁）

Junior Lat. Berkumpulan Ke-3：林佳颖（初一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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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学联排球赛 (10/8~11/8)
 荣获女生组冠军、男生组冠军

女生组冠军

高子琋（初三信）、王于恒（高二理仁）、胡弘亦（高二文商和）、叶静茹（高二文商勇）、 
叶静雯（高三理爱）、许瑞浠（高三文商勇）

男生组冠军

吕镇添（高二理忠）、郑凯阳（高二理爱）、杨暐康（高二文商平）

雪州学联田径赛 (15/8~18/8)
 荣获2金、4银、1铜，同时，荣获雪州学联田径赛中学代表队团体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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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乙3000m竞走银牌：黄薪橞（初三信）

女乙三级跳银牌：苏锦慧（初三和）

女甲3000m第五名：马彦芷（高一理爱）

女甲400m跨栏铜牌、4x400m银牌：陈艾嘉（高三文商和）

女甲5000m竞走银牌：苏盈祯（高三文商廉）

女甲5000m竞走金牌、2000m障碍赛金牌：许筱恩（高二文商礼）

男甲10000m竞走第五名：王伟安（高一文商平）

男甲2000m障碍赛银牌：林攀盛（高二文商勇）

全国学联越野赛跑(6/8)
 荣获女生甲组个人第五名、个人第十五名、团体亚军

女生甲组
第五名：许筱恩（高二文商礼）、

第十五名：郑芷芯（高三文商礼）

团体亚军：许筱恩（高二文商礼）、 
           郑芷芯（高三文商礼）

全国学联排球赛(3/9~8/9)
 荣获女生组亚军、男生组冠军，同时王于恒同学也荣获赛会最佳二传手

女生组亚军

高子琋（初三信）、 王于恒（高二理仁）、胡弘亦（高二文商和）、叶静雯（高三理爱）、

许瑞浠（高三文商勇）、

男生组冠军

郑凯阳（高二理爱）、杨暐康（高二文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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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联排球赛(3/9~8/9)
 荣获女生组亚军、男生组冠军，同时王于恒同学也荣获赛会最佳二传手

GRACE VOLLEYBALL 

18岁以下排球公开赛(20/8～21/8)

我校学生于8月20日至8月21日参加GRACE VOLLEYBALL 18岁以下排球公开赛，荣获男生组冠军、女生组

冠军。同时，梁文杰同学荣获最佳一传手球员，颜志耀荣获最佳球员和最佳攻击手，高子琋荣获最佳二传手

以，胡弘亦荣获最佳攻击手。

女生组冠军

陈蔼琳（初三仁）、黄靖伊（初三仁）、郑颂洁（初三爱）、高子琋（初三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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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组冠军

叶瀜骏（初一义）、许建宏（初一孝）、黄堇玮（初二信）、黄宸升（初二勇）、梁文杰（高一理仁）、

李显德（高一文商礼）、 陈伟翔（高一文商廉）、罗梓轩（高二理忠）、黄健耀（高二理忠）、

颜志耀（高二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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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VOLLEYBALL 
18岁以下排球公开赛(20/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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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篮总/美禄林文泽杯
全国十五岁及以下篮球锦标赛（3/9～11/9）

我校学生于9月3日至11日参加大马篮总/美禄林文泽杯全国十五岁及以下篮球锦标赛，荣获女生组冠军、

男生组冠军，同时邬秄蒽（初一信）、林秋森、朱家慧、陈宇琪入选初选国家青年队。

男生组冠军：

陈政卫（初二爱）、

林秋森（初二智）、

陈瑞豪（初三忠）

国际篮联十八岁以下亚洲篮球锦标赛

黄曼宣（高一理仁）荣获十八岁以下
亚洲篮球锦标赛 冠军。

女生组冠军：

陈慧欣（初二义）、

陈宇琪（初三和）、

赖惠盈（初二礼）、

林慧娟（初三平）、 
朱家慧（初三忠）、

吕颖倩（初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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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际排球赛 （20/6 ～ 15/8）

供稿 /  体育处

女生丙组：（冠军）初二仁、（亚军）初一信、（季军）初二礼、（季军）初二平

男生丙组：（冠军）初二勇、（亚军）初二廉、（季军）初二义、（季军）初二忠

女生乙组：（冠军）初三仁、（亚军）高一文商义、（季军）高一理爱、（季军）初三忠

男生乙组：（冠军）高一文商廉、（亚军）高一理仁、（季军）高一理忠、（季军）高一理信

女生甲组：（冠军）高三理爱、（亚军）高二理仁、（季军）高三文商勇、（季军）高三理信

男生甲组：（冠军）高三文商智、（亚军）高二理忠、（季军）高二理爱、（季军）高二文商平

体育处于6月20日至8月15日举办校内班际排球赛，经过17天234场激烈竞逐，成功圆满结束。

供稿 /  体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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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各大高校外宾到访我校

供稿 /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8月份，来自台湾的各大学代表莅访我校进行交流。其中，国立
中山大学和玄奘大学更是与我校签署备忘录。

8月18日 | 龙华科技大学到访

□ 苏进存校长（右）赠送纪
念品予龙华科技大学，由该
校应用外语系副教授兼国际
暨两岸合作处处长黄仲麟博
士（左）代表接领。

8月18日 | 国立中山大学到访

□ 兴华中学与国立中山
大学签署备忘录。
左一起国立中山大学教
务处 招生策略办公室行
政组员李汶洁小姐、国
立中山大学物理系副教
授兼招生策略办公室主
任郭建成先生、苏进存
校长及国立中山大学教
务处 招生策略办公室行
政组员蔡佳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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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 | 台湾9所大学以及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到访

□ 前排左二起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林敏慎女士（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理事兼马来西亚
中国文化大学校友会会长）、林永兴先生（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副会长兼马来西亚逢甲大学校友会
署理会长）、苏进存校长。

景文科技大学、侨光科技大学、龙华科技大学、中山医学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光

宇学校财团法人元培医事科技大学、国立高雄餐旅大学、东南科技大学以及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到

访我校进行交流。

□ 苏进存校长（左）与景文科技大学施苡
涵女士（右）互赠送纪念品。

8月24日 | 玄奘大学到访

□ 兴华中学与玄奘大学签署备忘录。玄奘大学招生服务
处副招生长薛汉伟先生（左）和苏进存校长（右）。



78 升学资讯

《撰写自传 & Personal 
Statement 第一步》工作坊

供稿 /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各所大专院校的申请

已陆续开放，为了帮助高

三同学更好地准备自传

（Personal Statement）

，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于9月13日（星期二）

在科技大楼协作学习室

1举办了《撰写自传 & 

Personal Statement 第

一步》工作坊，由吕佳恩

老师主讲。

□ 吕佳恩老师

首先，吕老师开场向同学们介绍道，撰写自传时需要表达自己的兴趣与能力，并能够与想就读的科系或

专业相匹配。她提及，内容明确的自传能向大学传达“我适合读这门科系”的信息。这次的工作坊，通过对

自传内容进行拆分，吕老师也让同学实操撰写自传，一步步带领他们完成自传撰写的练习。

第一步：收集过往的经历

吕老师说道，自传的素材可以来自我们过往的经历。同学可以回忆自己中学生涯的经历（如：参加过的

社团、干部经验、志工服务、参赛记录等）或是一些特别的人生事件，并进行整理，逐一列出。

第二步：整理相关细节

吕老师提醒道，同学可以根据想要申请的科系，从个人经历中挑选出至少一项合适的事件进行描述，并

简述出这段经历中具体所做过的事情。每一段或大或小的经历总会带来一些收获。因此，举出了做过的事情

后，同学们可以思考这些事情让同学学到了什么知识，又或是培养到了什么能力。

第三步：了解申请科系的特质

为了充分体现同学的兴趣与想读的科系相匹配，同学需要事先了解：相关科系的特质、该科系想要招收

怎样的学生、怎样的学生适合该科系等等。吕老师建议，同学们可以到各大学系所的官方网站查询相关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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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此外，通过O*net职业信息网络寻找相关领域的职业，也可以了解该领域所需具备的特质与条件。她强

调，同学在自传当中也可将自己符合的特质着重地写出。

 

第四步：将自身经历与科系联系在一起写成小故事

最后一步，便是将前面三个步骤收集到的资料与信息，整合为一个段落的小故事。吕老师指导说，结合

过往的经历和从中的学习收获，便能把该经历与科系进行联接。如此写出来的自传不仅能让审查者知道申请

人对于相关科系的兴趣与过往经历紧扣，同时也体现了具备进入相关科系的能力。

精简具体的自传并非易事

吕老师在工作坊中为每一个同学提供了撰写自传的框架，分别为：开头，简单的带出申请相关科系的动

机；内容，使用不同经历的小故事来举出申请动机的证据；

结尾，写出自己的未来计划。她也特别强调，自传的内容应具体、不罗嗦，但这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

一篇好的自传更是需要经过好几遍的修改才能做到既精简又具体地描述自己。

根据同学们的回馈，本次的工作坊让同学们了解如何下笔开始撰写自传、怎么样进一步把自传与申请科

系进行联接，并开始了他们撰写自传的第一步。欢迎同学在撰写完自传后，发给升学与国际事务处的老师询

问建议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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