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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络琳同学
我想我一直以来都是个非常幸运的女生。我

很幸运，当初在报名的五所中学中选择了循中、
在循中我让认识了许多无私奉献的老师、许多陪
伴了我好多年的朋友。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我
是很幸运的，因为在循中的最后这一年，我得到
了我十八年来最大的肯定。

得到杰出学生这个奖项，我的心情与其说是
开心兴奋，更多的是感激感谢。要感激的是行政
老师们对我莫大的肯定，要感谢的是这么多年来
苦心栽培我、教导我的老师和爱我疼我的每一位
朋友。 没有了你们，今天就不会有一个叫李络
琳的人在这儿写感言了。谢谢大家的陪伴以及支
持，我才能一路走来，即使艰辛但仍快乐充实。

我必须坦诚，我并非大家想像中那么神圣，
至少不是大家对杰出学生的那种完美观念。我也
有缺点，我也有瑕疵。而这些缺点和瑕疵，至今
我仍在努力的将它们改善，我并不力求完美，
我仅仅的只想要对得起大家对我的期待，对得起
我自己和将来，对“杰出学生”负起我最大的责
任。感谢至今都对我偶尔的任性包容的人、感谢
曾经指点过我的错误的人、感谢曾经批评过我
的、感谢善待我的人、感谢嘲讽过我的人，感谢
每一个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你们。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
回报社会，回馈社稷，不枉循中对我的栽培。这
个会是我一辈子要守的承诺。

刘璞（S3S1)、李络琳（S3S1)、曾淑筠（S3C2)

颁奖人：曾贤瑞校长、黄仕寿董事长

杰出学生奖

曾淑筠同学
“杰出学生”对我而言是身为学生的最高荣

誉，能获奖无疑地肯定了我在中学六年来的学
习、努力和进步。

首先，我要感谢评审老师们对于我的认同。
同时，我也想向全体老师们献上万二分的谢意，
特别是曾教导过我的老师们，谢谢您们的用心栽
培，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感动生命，因为您们的
认真，让我在学习路上即使遇到了困难，也不会
放弃而是选择坚持并继续积极地往前走。当然也
不忘了一路来一直陪伴我的家人、同学和童军团
的队友，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能
在循中念书是我的荣幸，在循中的舞台除了让我
学习到课本上的知识，更锻炼了我许多可贵的各
种办事能力。因此，能获得这个奖项，我希望可
以和所有身爱护我、给予我意见和批判的人一同
分享，因为你们，我成长了！

“杰出学生”让我这精彩的中学生涯划上了
美丽的句点。在未来的日子，我会继续秉持着循
中人的精神，继续在我的人生舞台上勇敢和积极
地往前进！我相信机会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
任何事情都从一个决心开始。我因独中而感到光
荣，因循中而与众不同！

刘璞同学
对于荣获杰出学生，我

非常感激校方给予我的肯
定。这六年来，加入循中这
个大家庭使我成长。感谢老
师们倾囊相授和默默照顾、
感谢朋友同学的一路陪伴；
感谢循辩让我找到自己的舞
台、感谢教练学长姐顾问队
友和团员一起度过最艰难的
时光、共同创造辉煌；感谢
毕联会和广告工委的同伴们
一起努力完成各种任务。无
论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我都
将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上
路，继续战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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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结业式
循人中学于11月6日（星期二），也就是放

假前一天，进行了各年级的结业式。

国歌为初一结业式拉开了序幕。接着是曾贤
瑞校长致词。曾校长透露，今年的初一留级率比
去年增加，有30位同学不达申班标准，经过补考
后，仍有8位同学需留级重读初一。

他表示，积极及认真的学习态度是很重要
的。他认为初一同学的学习态度仍未做到最好，
有待改善。曾校长亦劝诫同学，明年初二的功课
会比初一的更深，课业也会更繁重，因此，同学
在学习上应保持着更积极更认真的态度，千万不
可掉以轻心。

此外，校长一再强调，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
是聪明的。因为我校的同学都是特别从一千多人
报考生中挑选出来的学生，还有少数同学是保送
进来循人中学的，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是
击败了许多人，才获得在循人中学就读的机会。
所以，校长相信，我校每个同学都是天资聪颖的
学生。

报道：谢羽佳 （J1A）
摄影：赖慧霖（J1D）、邓骏彦（J2F）（6-11-2012）

  校长也在他的致辞中，呼吁同学善用假
期，别把时间全花在网络上。与其在网络上聊天
说废话，不如把将时间用以背单词，利用假期学
好国语与英语。

最后校长以“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这
句话结束他的致辞。也许同学现在仍不能明白他
这句话的含义，但他希望同学将它记在脑里，或
许过了30年，他们就会明白了。

接下来，轮到了颁奖环节。首先，校方颁发
班级前五名奖，借此机会勉励各班同学再接再
厉，继续努力学习。然后，颁发了各科最佳奖予
各科成绩最高的同学。其中初一B的林文玲同学
击败各个获奖者，获得全科最佳。最后，是全科
及格的颁奖环节，由各班班导师代替同学领奖。

最后，在《前进吧！循中》与校歌的余音
中，2012初一结业式便圆满结束了。

英文、国文：严曼宁（J1A）
PMR生活技能：林文玲（J1B）
华文、电脑、综合科学、历史：林文玲（J1B）
地理：陈靖蕙（J1B）
历史：张金保（J1B）
数学：范杰翔（J1B）

书法：凌乙心（J1D）
PMR生活技能、美术：刘子晴（J1D）
体育：林依漩（J1D）
书法：谢靖儿（J1G）
音乐：徐嘉宜（J1G）

各科成绩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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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 初中二的学习生涯即将画上句
点。这意味着明年将会面对PMR、初中统考及种
种难题。

2012年11月6日，循人中学在冷气大礼堂举
办初中二结业式。8时正，结业式正式开始。唱
完国歌后，便是曾贤瑞校长致词。他提到，今年
初中二一共有89人不达升班标准, 而其中的69人
有补考的资格, 而最多人不达升班标准的班级是
初二J班, 百分率为42.31%

校长也说, 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及PMR
科目等, 同学们都考得不是很理想。 学习应像由
一本厚的书变成一本薄的书，把许多的内容浓缩
成重点。

报道：刘于琦（J2H）、李可萱（J2C）  
摄影：谢恩乐（J2A）、刘嘉宜（J2F）（6-11-2012）

初二结业式
最后校长希望同学们在假期中不要只顾着上

网聊天，应该养成自学的好习惯。虽说初二A 至
初二D的同学表现不俗，但还是不能松懈。而初
二E至初二J的同学表现虽然不好，但他相信他们
是有能力的孩子，一定可以做到更好。

接下来进行颁奖仪式，首先是颁发每班的第
一至第五名，同学们看到同班同学上台领奖，都
大声欢呼及鼓掌以示支持。过后便颁发初二各科
最佳成绩，初二D班的杨舒雯同学以及初二C班
的许智羚同学更获得很多科目的最佳成绩, 再来
就是由班导师代领的全科及格奖。最后，颁发了
NSW电脑技术金奖给初二H班的陈惠聪同学。唱
完校歌及《前进吧!循中》后，初中二结业式便
圆满结束。

综合科学：许可佳（J2A）
电脑：李维恩（J2A）
历史：卢志勇（J2B）
音乐：林嘉敏（J2C）

各科成绩最佳

国文：邓慧敏（J2C）
英文：符敦皓（J2C）
美术：包佳仪（J2F）
体育：顾嘉萱（J2G）、陈翔升（J2G）

PMR科学、PMR数学、PMR历史、综合科学：杨舒雯（J2D）
PMR生活技能、PMR地理、地理、书法、华文、数学：许智羚（J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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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于2012年11月6日，第7、8节在本校大
礼堂举行了属于高一年级的结业式。

对此，曾贤瑞校长对于高一同学的学习表现
并不满意。这是因为今年度的高一同学的留级率
是全校最高的。曾校长也表示，希望高一的同
学们能努力上进，不要浪费社会人士给与的资
源，要学会努力克服困难，克服自己的懒惰。这
样才能有更好的表现，才能看见自己到底成长了
多少。校长希望同学们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希望同学们在SPM Sejarah上能非常努力，并希望
同学们能更加专心上课，把Impossible变成I’m 
Possible。校长也借此机会要高一的同学们好好
利用假期进行检讨、反思并改进。最后希望同学
们改变自己，变得更积极努力。

之后，便是颁发各班前五名的奖项、各科最
佳的奖项等等。最后在《前进吧！循中》及校歌
的歌声下，高一年级的结业式结束了。

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吸取教训，在假期中准备
好好努力向上，以求得更好的学习表现，拥有更
美好的未来。

报道：叶洁琪 (S1S3）
摄影： 陈喜漪（J2D）、薜敬平（J2D）（6-11-2012）

数学：谢黎贤（S1C1）
SPM经济学、商业学：官芬妮（S1C1）
SPM数学、经济学：郑琇绫（S1C1）
SPM会计：林柏有（S1C1）
经济学：余静妍（S1C2）
美术：高嘉紊（S1C2）
华文：李慧莹（S1C2）
英文：叶晋妏（S1C2）
SPM科学、国文、历史：洪诗欣（S1C3）
簿记与会计学：洪诗欣（S1C3）
地理：黄诗雯（S1C3）
SPM历史：李遴杰（S1C3）
电脑：陈佩如（S1C6）
美工设计：黄玉婷（S1C6）
SPM道德教育：郑雪艺（S1S1）
SPM高级数学、化学：颜文汉（S1S1）
体育：何世斌（S1S1）
SPM化学、SPM生物、生物：黄子雄（S1S1）
SPM物理、物理、高级数学：罗佳安（S1S2）

高一各科成绩最佳

高一结业式
 本校于2012年11月5日（星期一）在大礼堂

进行了初三的结业式。这次的结业式是初三同学
最后一次以初中生的身份参加结业式，意义特别
重大！

首先是曾贤瑞校长致辞。校长叮咛初三同学
明年升高一时在学业上千万不能放松，因为高一
是最让老师头痛的一年。因为同学们会因为考完
初中统考和政府考试而变得松懈，所以会影响同
学们的成绩。而且高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
为高一是打好基础的一年。校长也表示同学的数
学和国语的成绩有待加强。校长也提醒同学们升
高中时也是要面对一场重大的考验——SPM的历
史科目必须及格才能取得文凭，因此必须多加注
意。而校长也表示学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因为
只要报着良好的态度学习必定有所收获。此外，
今年初三同学总成绩的不及格率是达12%,比往
年还高。另外，关于明年的选课制度有所改变的
问题校长也解释说由于地理课和经济课越来越重
要因此列为必修科。而废除美工选修课主要是因
为往年选修的人数都比较少，而且许多同学都不
认真上课。最后，校长勉励同学们明年要改变态
度，要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与学习。

各种奖项将会在毕业典礼当天颁发给初三同
学。最后，结业式在唱完《先进吧！循中》和校
歌便圆满结束。

初三结业式

报道：张鵔庭 (J3G）、黄歆惠 (J3E）
摄影：蔡嘉腾（J3I）、张铭正 (J3I）（5-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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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式代表着同学们一年的学习历程的结
束，也代表着另一段新的学习历程正悄悄地展
开。循人中学于2012年11月31日在循人中学大礼
堂举办了高二学生结业式 。

全体高二生于下午12时40分进入大礼堂出席
这一年一度的结业式。由于SPM考试将近，高二
生的结业式比其他年级的结业式早一个星期举
行。

结业式进行着时，同学们都专心地聆听曾贤
瑞校长致词。校长表示，他对即将要考SPM的高
二生有信心，因为大家都是经过多年的磨练，过
关斩将，才能升上高二，面对大马高等教育文凭

报道：梅元腾（S2S4）   摄影：孔靖雯（S2C1）、高紫晴（S2C3）（31-11-2012）

高二结业式
这个考试的。他也希望大家能看到中学，其实是
一个能提升自我要求的地方，并继续完成6年的
华校学习生涯。

校长也透露，高二生比较令人担心的科目是
国文、数学（包括理科班的高级数学）、化学及
SPM历史。他希望同学们能在这些科目上再加把
劲，以取得进步。

最后，校长颁发奖状给成绩优异学生、班级
成绩首五名最优秀的学生及各科成绩最佳的学生
以示鼓励。颁奖仪式结束后，高二结业式就于下
午2时正圆满结束。

SPM经济学：江晓惠（S2C1）
SPM会计：廖碧瑜（S2C1）
数学、历史：邓伟毅（S2C1）
地理：黄雪文（S2C2）
商业学：彭韵慈（S2C2）
簿记与会计学：萧丽群（S2C2）
SPM数学：刘俊傧（S2C3）
SPM科学、SPM历史、国文：黄睿智（S2C3）
经济学：黄睿智（S2C3）
体育：廖祖彦（S2C5）
美术：张研薏（S2C6）
美工设计：林亿怡（S2C6）

各科成绩最佳

华文：张可儿（S2S1）
生物：郭靖豫（S2S1）
化学：谢欣颖（S2S2）
高级数学：傅琇琳（S2S2）
SPM道德教育：林玉亭（S2S2）
SPM物理、SPM高级数学：黄泇豪（S2S2）
电脑：王忠颖（S2S2）
SPM化学：黄立颉（S2S2）
SPM生物：蔡爱里（S2S4）
物理：马咏治（S2S4）
英文：黄梓峻（S2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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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开放日
“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循人中学…”

本校于2012年10月28日(星期日)举办一
年一度的校园开放日，目的是为了让各
小六学生以及家长了解循中的办学方
针、周围环境，并让家长对自己孩子在
未来的升学路上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早上九点正，就有汽车陆续地进入本校
停车场，在学生警察的指挥与帮助下，
安全地停泊车子，家长携带孩子前来本
校参观，一起认识循中大校园。

来宾们首先在A003教室等待向导
同学，家长与学生们可以利用这空档时
间阅读本校的校刊及学生作品集或观看
屏幕以对循中有初步的认识。校方把来宾分成小
组，每一组分别由4名高三同学和一名学长负责
向导，带领并向来宾介绍循中校园。

首先，向导同学在走廊的信息栏上为来宾们
讲解学生仪容标准、循中校史、联课活动的种类
及学术荣誉榜等等。接着走向食堂参观学生作品
展览，其中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是高三同学所示
范的科学小实验，充满好奇心的小六生都被奇妙

报道：潘毓颖（J3B）郑旭湉（J2H） 
 摄影：编辑小组（28-10-2012）

的小实验深深吸引。当中也展示学生优秀美术作
品，另高三同学也为来宾将解国语的教学内容及
体育培训队的活动。

延着食堂走向英语教学中心，向导同学介绍
了中心的功能与教学方式。接着，进入停车场介
绍管乐室、舞蹈室、华乐室、健身室和音韵室，

之后往大礼堂欣赏一系列由舞蹈团、华
乐团、管乐团、扯铃队及中华武术团所
呈现的表演。而大讲堂则由戏剧研究学
会、口琴学会、吉他学会、英语口才培
训队、华语、小提琴学会、合唱团、华
语口才培训队及国语口才培训队联合呈
现表演。

各位来宾们的踊跃到来，使校园开
放日当天热闹不已。最后，校园开放日
在下午五点正圆满结束。

学生向家长讲解不种课系的学习内容。

学生带领家长们参观校园，并介绍其硬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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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中一新生入学考试

循人中学于2012年11月3日（星期六）上午
八时至下午二时五十分进行了2013年初中一新生
入学考试。此活动举办目的是为了筛选有意就读
循中的小六生，并给予进入循中就读的资格。

除了学业成绩优异生与体育运动专长优异生
外，初中一年级报考生都必须参加本校举行的入
学考试，被录取者方准缴费注册。另外，入学考
试的范围为华文、国文、英文、数学以及科学，
以小学六年级程度命题的试卷。

当天早上，来自各个小学的小六生于6时开
始便在家长的携带下穿着整齐的小学校服陆续到
场准备考试。自校门口开始，学校各个角落都站
有学长，以便家长与考生们询问考场位置。因此
早上八时正，新生入学考准时开始。当天，每一
个科目考试结束后，都会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并在十一时三十分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以便考
生们休息。

对于当天的考试，考生张启言表示有许多学
生报考循中，考试题目有难度，以致入学的机会
比较小，但他也有信心自己能考取不错的成绩并
就读循中，他认为循中是一所不错的中学，如果
能考上一定会努力读书考好成绩。另外，考生家
长张女士也表示，除了方便接送外，她认为独中
的教育会比国中好，所以便让孩子考循中。对于
当天的考试，张女士为孩子感到紧张，但对孩子
有信心，并为孩子加油打气。

下午二时五十分，新生入学考便结束了，循
中也瞬间恢复了原有的宁静。2013年初中一新生
入学考录取名单将于2012年11月5日(星期一)公
布在本校布告栏及网站 。

报导：陈善漪（J2D）     
摄影：许镓恩（J2D）（3-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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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为升高中选科而烦恼吗？”为了让
初三同学对升高中的事宜有更多的了解，本校于
2012年8月6日及8日在大讲堂举办一场初三分流
讲座。该讲座由罗洪贤副校长以及辅导处余洁琦
主任担任主讲人，校方安排全体初三同学出席此
次的讲座会。

首先，余洁琦主任表示同学们可以从个人因
素以及外在因素做出决定，个人因素包含了个人
的兴趣、能力、性格及价值观；而外在因素则包
含了课程的种类与要求。此外，余主任也告诉同
学们高中一的必修科为马来文历史、P.Moral 以
及 高级数学，而选修课则包括了化学、物理、
生物、国文会计、国文经济学、地理以及美工设
计。

《理科、商科，傻傻分不清楚》
初三升高一分流讲座

你
选
好
了
吗
？
？

报导：黄歆惠（J3E）    摄影：刘于琦（J2H）（8-8-2012）

在此次的讲座会中，罗副校长与余主任也向
同学们简单地介绍理科与商科的基本课程以及毕
业后的大学科系选择。理科班主要的课程包含高
级数学、生物、化学、物理与力学，其未来可
于大学选修医学系、农业系、心理系等。而商科
的主要课程则包含商业学、辅导、美术等，其可
在大学就读文学系、商业系、大众传播系、艺术
系、会计系等。

罗副校长在本次讲座中特别说明，进入理科
班的基本要求，既数学及科学二科全年总平均分
数需达65分、初中统考数学及科学二科成绩达B
优或以上，由班导师推荐并经教务处同意。

  
最后，罗副校长提醒同学们须于年终假期预

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簿记及会计等科
目，并于高一开学时，能够跟上进度。经过此次
的讲座会，初三的同学们都对升学的事宜有了一
定的了解，讲座会亦圆满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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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Academic Year 2013)

On 18 July 2012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onducted 
a  l e c t u r e  a b o u t 
U n d e r g r a d u a t e 
Admissions (Academic 
y e a r  2 0 1 3 )  f o r  t h e 
Senior  3 s tudents  at 
Tsun Jin High School 
Auditorium. It started at 
8.00 a.m. and ended at 
9.20 a.m.

The lecture began 
wi th   Professor  Tan 
Ooi Kiang from NTU 
introducing  himself and 
greeting the Senior 3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 

from Tsun Jin High School. After the introduction, 
Prof Tan began by giving  in-depth  information 
about NTU. Prof Tan said that, NTU was the most 
famous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Students come from 
73 countries and are involved in 113 clubs, The 
NTU campus is made up of 16 halls of residence 
spread over 200 hectares in Yunnan garden campus. 
NTU is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rising universities 
and was recently  ranked 4th in the world among 
universities below the age of fifty and also placed 
16th among the world.The university boasts of 
many state-of-art facilities,such as aircraft hanger , 
McDonald's, Starbucks and more. 

There was a break at 8.15 a.m. and the lecture 
resumed after five minutes. Professor Tan Lay Poh 
from NTU took up where Prof Tan Ooi Kiang left 
off. She introduced us to the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culty. Prof Tan said that , there were 
1,600 students and 900 staff  studying and working 
in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in NTU. In her 

presentation, Prof Tan said that materials is important 
in our life. Our lives today is enhanced or restricted 
by our relationship and ability to effectively use 
materials such as Silicon and Polymer composites, 
which are  the main materials. Prof Tan emphasized 
that materials are really important in our daily life. 
Prof Tan said that, there was a high employment rate 
for 90% of MSE graduates received at least 1 job 
offer as soon as they graduated.

At 9.00 a.m. the presentation of Prof Tan Lay 
Poh  ended and Prof Tan Ooi Kiang  continued 
the lecture which was about the new programmes 
and scholarships offered by NTU. Prof Tan talked 
about the eligibility of students who applied for  the 
Nanyang Scholarship which was for all nationalities.
NTU also has a financial assistance programme for 
tuition fee loan, study loan and more. Before the 
end of the lecture, the floor was open to a Q and A 
session. Before ending, Prof  Tan on behalf of NTU 
and thanked Tsun Jin High School and the students 
for giving their time and attention.

 Written by: Yiew Carmen(J3I)   (18-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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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梦》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ld a seminar of further 
studies on the 7th of August 2012 (Tuesday). 
At 9.30am, the senior three students entered 
in to the auditorium to attend the seminar.

The seminar started at 9.40am. At 
first, the master of the ceremony invited 
Mr. Bernard, the lecturer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to give a simple speech and 
introduction about the school. Mr. Bernard 
introduced the main building,  public 
amenities and other department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world class research university 
focusing on science, engineering, business, physics, 
mathematics, biology and other subjects. It was also 
the first in 2012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 Beside 
the faculty, 100% of students holds a doctorate 
degree. In academic curriculum, it is flexible 
credit-based system and can explore beyond your 
disciplines. It has 100 projects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each year and it works with faculty 
members in research or scholarly activities. The 
university also has global exchange with extensive 

n e t w o r k  o f  2 0 0 
institutional partners. 
I n  t h e  i n t e r n s h i p s 
and careers, it  gains 
p r a c t i c a l  w o r k i n g 
experience from the 
multinational firms such 
as Citibank and others. 
The academic programs 
i n c l u d e s  S c i e n c e , 
Engineering, Business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H u m a n i t i e s  a n d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a n d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Abou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Malaysia, all of the applicants need to complete 
the UEC (Senior Middle Level) with at least six 
subjects and passes in seven or more subjects in 
the SPM (Sijil Pelajaran Malaysia) or UEC (Junior 
Middle Level). About the tuition and living costs, 
it costs HK160,000-180,000 (equal to Malaysia 
ringgit, RM64,300-72,300) for one academic year. 
The university includes tuition fees for 2013/2014 
academic year, it also provides accommodation and 
personal expenses.

Everyone can get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by 
surfing http://join.ust.hk. The application starts from 
September 2012.

One of the students of this university, Bianca 
Ong shared about her student life at the school. She 
also shared some photos that was taken when she 
celebrated Halloween, Lantern Festival with the 
German and Korean Guys.

The seminar ended at 10.30am.  

Reported by:  Sia Ern Leh (J2A) 
photographer: Seet Keng Peng (J2C) (7-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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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新生营

2012年12月12日，3个12并列排在一起，是
世界难得一见的好日子，而这一天也是循中迎接
明年即将进入本校就读的初一生的第一天，让新
生们对学校有进一步的认识及了解本校一切运
作，从而减少新生们在明年开学时产生的陌生
感。

本校于2012年12月12日至14日举办了为期3
天的新生营。今年一共录取了620多名学生，由
于与历年来相比，增加了不少学生，所以本校
在今年特加了一班，因此这次初一总共有11个班
级，与往年有所不同。这一年的新生营主题为

“循梦”，目的是为了
激励各位新生，让他们
在循中努力学习，从而
寻找自己真正的梦想，
再努力奋斗，让自己拥
有一个辉煌的前途。

在 新 生 营 的 第 一
天，家长们携带着自己
的 孩 子 陆 陆 续 续 地 到
来，大家都迫不及待地

找寻班级。学长们各自为新生们指引班级位置，
避免新生们在寻找班级时迷失。各位新生在指定
的课室就坐后，便享用班导师派发的早餐。课室
外排满了许多家长，家长们都很担心孩子们在陌
生环境下无法适应。

班导师点名后，便与学长们逐一介绍自己。
新生们通过进行一个小游戏互相认识，与对方做

朋友。游戏结束后，各位新生分别在一张心形纸
上写上自己对中学的期许，并贴在海报上，以参
加比赛。之后，学长带领新生们步入大礼堂，进
行新生营开训典礼。在典礼进行途中，有6名到
7名的新生因站立过久而感到不舒服。圣约翰的
会员一一扶着他们到队伍后面坐下休息。新生们
在休息一会儿后，便由学长们带领到校园各处参
观，认识各个地方的位置和用途。

回到课室，老师再次为新生们讲解学校每个
位置的作用，加深他们对校园的认识。新生们在
老师的鼓动下，一一前来设计海报，让本班的海
报更为独特。享用午餐后，新生又步入大礼堂，
由合唱团带领学唱校歌和前进吧循中。回班后，
老师以力克•胡哲的故事让新生们逐渐明白格言
的含义。老师便进一步介绍格言的重要性，并让
一位学长上前示范发表格言。

不久，新生们便在大礼堂学习做早操。由郑
豪恩老师指导后，学长便带领各班到指定的地方
练习，以加深新生们对各个步骤地记忆。练习时
间结束后，新生们有秩序的排队走回课室享用茶
点。老师为各
位新生讲解阅
读好文章后，
新生们便写下
自 己 的 感 想
交给老师。最
后，第一天便
在拍完大合照
后圆满结束。

《循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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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行礼，老师好！”一大清早，同学
们精神奕奕的三部曲便在校园里回荡。为了促进
同学们之间的凝聚力及培养纪律，本校为新生们
准备了集队练习。在罗洪贤副校长及童军的带领
下，集队练习进行得十分顺利。过程中，一些同
学因体力不支而头晕。

报道：曾倩彤(J3B)、潘毓颖(J3B)  摄影：编辑小组（14-12-2012）

闯关活动尖叫声连连

早操练习及彩排后，进入了联课团体招生的
环节。每班分成2组，由学长们带领到22个联课
进行闯关活动。联课团体用心地准备及同学们的
极力配合下，闯关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每个团
体发挥创意，用各种方式吸引新生。其中，最多
团体以鬼屋为主题布置课室。因此闯关活动中，
最常听到的便是连绵不断的尖叫声。另外，联课
团体准备的游戏也让新生们玩得非常尽兴。与以
往不同的是，今年有3关是由联课处派代表准备
的汇报，让同学们个了解联课活动的运作。

  
闯关活动一结束，几乎所有招生团员都到课

室外大声呼喊着自己团体的口号，努力招生。校
园内不仅有乐器声、鼓声，还有此起彼落的口
号，气氛十分热烈。

第二天：

大家一起做早操，身体健康不会老。 为比赛做最后冲刺

休息后，班导师便处理班务。许多班级也在
学长们的带领下继续练习早操，准备明天的早操
比赛。同学们于下午4时10分放学回家。今天的
活动都让同学们感到十分充实。联课

招生

不能让纸巾掉下来喔，快吹！
弟弟！贞子在你后面啊~~~>_<

这望远镜能看见我的家吗？

进教室要先过桥？？
我~踢~！哎呀，好粗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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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早上，新生们享用早餐后，便到排球
场及大礼堂外练习早操。学长们努力地指导新
生，新生们也非常认真地做最后一次的练习，为
下午的早操比赛作好充分的准备。老师也趁这个
时候安排新生们在开学后的早操位置，并让他们
依据队伍安排做一次彩排。紧张的时刻终于到
了，新生们有秩序地进入大礼堂后，早操比赛便
开始了，新生们根据班级的顺序上台做早操。评
审老师共有三位，老师们分别在二楼不同的位置
观看比赛，进行评分。新生们感到非常紧张，带
领新生的学长也不例外，其中，一名学长在比赛
时做错，惹得台下的新生笑个不停。

比赛结束后，大家小休片刻，又进入下一场
比赛，那就是值日班长发言比赛。这项比赛是由
每班选出两位学生作代表，发表格言参加比赛。
参赛的学生在等待出场时，都十分认真地默念自
己的稿，希望在上台时能够有好的表现。有些新
生在发言时，因紧张而忘词，台下的新生不但没
笑话他们，反而给予热烈的掌声作为鼓励，比赛
便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新生们回到班上后，老师以一个小游戏为他
们讲解班委的重要性，并让各位新生填上自己想
担任的职位，让老师做一个整理。享用午餐后，
学长们在各班为新生们说明学校所规定的标准
仪容和不可携带哪些违禁品。之后，新生们步入
大礼堂，聆听分别由今年刚毕业的李洛琳和刘彦
君校友担任主讲人的讲座，主题为“升中学的
准备”。李洛琳校友在今年还荣获“杰出学生
奖”，可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她为新生们
分享她如何管理及分配自己的时间和说明小学与
中学的不同。刘彦君校友则为各位新生讲解联课
活动的重要性，并以“态度影响人生”及“机会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两句名言作为结束。

结训典礼开始了，陈淑菁副校长赞扬新生早
操的表现，并以一个小故事劝勉各位新生“拥有
梦想是动力，实践梦想靠自己”。副校长致词完
毕后，新生们便观看记录这三天新生营点点滴
滴的照片。令大家紧张且兴奋的颁奖仪式终于到
了，本校颁发给予早操比赛、值日班长发言比赛
和联课闯关比赛表现优秀的班级及学生，作为奖
励。司仪在公布成绩前，整个礼堂处于鸦雀无声
的状态，气氛紧张极了。结训典礼结束后，全体
新生便回到各自的班上处理班务。新生营便在下
午4时10分顺利地落幕。

第三天：

值日班长
发言，让
每一位同
学都可以
学习站在
台上，勇
敢的面对

观众。

早操是为了让同学们学习，一日之计在于晨。在
上课前做一做运动，能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李络琳校友、陈淑菁副校长、刘彦君校友合照。
李洛琳和刘彦君校友担任主讲人的讲座，为新生
们分享她如何管理及分配自己的时间和说明小学
与中学的不同。
陈副校长劝勉各位新生“拥有梦想是动力，实践
梦想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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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凯卓 J1F (13325)

苏同学来自南强华小。他表示，他进入循人

中学是因为他喜欢独中生活，他认为独中生活较

为充实，环境也比较好。当他第一天进班时，他

因无法与昔日好友同班而感到少许失望。但与同

班同学很快地从不认识变成朋友，这让他感到十

分开心。他认为最有趣的活动是联课招生活动和

早操。这2个活动都可以培养团队精神。另外，

他也趁这个假期预习中学的课程，做好伸学的准

备，可说是个很有上进心的学生。

我有话说~~

林泳姗 J1H (13572)

林同学因受兄姐的影响而选择就读本校。当

她一踏入循中，她感到十分开心，因为终于从小

学毕业，进入中学的另一个阶段。她认为早操最

有意义，这活动不只是培养团队精神，还可以锻

炼身体。除此之外，她还更近一步了解校园及联

课活动，所以她认为新生营很有意义。经过这几

天的相处，她认为老师很好，同班同学们亦十分

友善。

廖立儇 J1A (13017)
从光汉华小毕业的廖同学表示原本并不打算

进入独中就读，但之后却认为独中的生活较充
实，而选择就读本校。新生营的第一天，她感到
紧张。但过后与同学们相处融洽后，就投入活动
里了。廖同学表示，班导师为人十分亲切，她与
同学们也合得来。经过这几天的活动，她学习到
了许多东西，开阔了她的视野。她希望在未来能
顺利完成学业，在联课活动也有所表现。

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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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珍师

身为J1K班导师，李老师认为新生营有很多

东西要做，感到十分忙与累。庆幸的是，有助理

老师的协助，许多东西才能顺利完成。李老师以

往都带高中班级，这是第一次做初一的班导师。

李老师认为，要学生们听话，就必须在第一天把

所有要求说清楚，从一开始就纠正错误，以免铸

成大错。最后，她希望同学们能熟悉校规并守

则，也希望同学们的学习生涯能开心地度过。

杨子熙师
杨子熙师是J1D班的助理老师，今年是她第

一次参与新生营活动。她认为今年的新生们都较
活泼并积极参与活动。通过新生营，她向有经验
的班导师们学习了许多管理班级的知识，获益良
多。她表示，若成为班导师，她将以较严格的方
式管理班级，但也会适时与同学们开玩笑，促进
师生关系。她希望今年的新生们升学愉快，保持
活泼积极的态度，但也必须听从老师们的话，这
样才不会让老师们感到烦恼。

黄钰媚和梁丽云家长
黄女士的儿子——J1K班的刘俊渊为今年的新生。黄女士表示，她在本校毕业的女儿经常称赞本校，并鼓励弟弟就读本校。梁女士表示本校的教育及纪律都很好，而且独中能将中华文化传承下去，故选择让孩子就读本校。黄女士对这次的新生营感到满意，学长们也十分关心新生，这点她称赞不已。梁女士指出，她对孩子有挺高的期望，她希望孩子的功课和品行都优异，并学习独立，在未来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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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奏会

鸣响

2012年8月2日下午三点，本校大讲堂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这是本校首次非演艺团
体主办的音乐会，由本校毕业校友黄雪芬及在籍
生陈豪贤同学联合呈现。

黄雪芬校友从十三岁开始学习长笛，师事何
志强大师。至今已有七年演奏经验，其吹奏技巧
在何志强大师的指导下，掌握乐器演奏技巧及更
成熟地演绎长笛作品。黄雪芬校友今年通过台湾
国立东海大学音乐系的入学考试，获得校内奖学
金，将于今年9月前往台湾深造。本次音乐会是
她升学前的唯一一场音乐会。

陈豪贤同学于十四岁开始在我国国家爱乐管
弦乐团（Malaysia Philharmonic Orchestra）双簧
管副首席约斯特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已有四年吹
奏经验的他却曾赴香港参于香港演艺学院双簧管
教授姚桑琳先生及香港爱乐管弦乐团双簧管首席
威尔逊先生的大师班。陈同学于2012年通过国家
青年爱乐管弦乐团（Malaysia Philharmonic Youth 
Orchestra）的应试，成为该团在籍乐手之一。  

报导：陈豪贤（S3S1）      摄影：张铭正（J3I）（2-8-2012）

黄雪芬校友（长苗）、
陈志豪同学（双簧管）。

这场音乐会举办的目的，是陈同学希望能在
毕业前，准备报考音乐系的应试，而向校方租借
场地做为录音用途。然而获得联课处老师—刘伟
民老师及詹文龙老师的鼓励、协助及指导，提出
将原先的录音活动更动为正式的音乐会。两位老
师的鼎力支持，让本次的音乐会得以顺利进行，
陈同学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爱戴与协助。

我国中学教育系统中，并无音乐班让热爱音
乐的学生能够在高中时期作为学前教育。所以音
乐之路在两位同学的未来生涯显得特别辛苦，两
位同学将所学的成果展现于音乐会，希望借此
机会鼓励其他想要就读音乐系的学弟妹们，努力
的朝自己的梦想前进。相信只要同学有明确的目
标，循中的老师们一定会很乐意协助同学往目标
前进，本次音乐会于下午五时顺利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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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华乐团行政培训营之
太阳与星星的对话十三之

《心语.星空》
阔别一年后，本团于2012年8月20日至8月22

日再次举办了行政培训营，主题为《太阳与星星
的对话（十三）之心语•星空》。这场培训营主
要是为了加深团员对乐团行政操作的了解及提升
团员的沟通、策划及领导能力，以提升团员们在
多方面的能力。

为此，筹委课程组特意设立各类行政方面的
课程，以提升营员的行政能力，其中包括了《联
课活动须知》、《秘书课》、《财政课》、《计
划书教学》及《会议规范》。今年的营会中，
最为显著的一点即是今次的营会比以往增设了更
多的实践课。在授课完毕后，主讲人将分发“作
业”于营员们，让营员们进行小组讨论，以完成
该“作业”。在实践课中，营员们除了对行政工
作上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亦学会了工作分配与
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为培养新一代的团康人员，
本团于该营会中设立了《团康学》。在《团康
学》中，本团除了以授课的方式进行讲解，亦让
营员们尝试成为各关的关主，吸取带动团康活动
的经验。另外，营会也提供了两项选修课，即为
《多媒体课》及《美工课》，营员们可根据各自
的喜好进行选择。营会中，本团亦授于营员们关
于心理学的课程，即为《情绪管理学》、《同理
心》及《人际关系及沟通能力》。本团在该课程
中穿插了一些小活动，更有效地增进营员们之间
的感情外，亦让本团更了解团员们心中的想法。

课程进行前，营员被分为十个组别，并以竞
标的方式投选即将在营会里以虚拟的方式进行筹
备的活动主题如集训营、团康营等，把在各个课
程中所学习到的知识分别运用于进行讨论及呈
现，并于营会的最后一天进行学习上的呈现。另
外，筹委团也推行了“行培币”系统，以激发团
员的参与感。各个课程负责人将根据营员的表现
派发“行培币”，让团员在“行培市场”里购买
于呈现中需要的用具，包括了手提电脑、各类活
动计划书、颜色笔等。

在营会的第二天夜晚，本团让营员以闯关的
方式进行一系列团康活动。高三团员们以关主的
身份主持各类团康，并于换关前与营员们进行心
灵上的对话，让高三团员分享他们在中学生涯中
所获得的经验及心得。在正式进入特别活动前，
本团制作了一套时光倒流的影片，以让营员们更
投入于该意境中。影片结束后，营员们被分配至
各个关卡进行闯关。每当营员们结束一关卡后，
营员们将获得一块拼图。 特别活动结束后，营
员们带着兴致勃勃的心情拼着各位的胜利品。看
着拼图上的照片与字眼，不禁让营员们想起大家
这一年里在乐团中的风风雨雨，心里竟有了一丝
丝的感动，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暖了。接着，本
团首席顾问——梁伟豪师主持温馨活动。活动
中，梁老师关上华乐室里的灯，接着高三团员开
启手电筒朝向天花板，以传接的方式让营员开启
手上的手电筒朝向天花板，让原本黑漆漆的华乐

你们将会是未来的接班人，所以要好好听课喔~

小老师：“同学们，听懂我讲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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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张嫣宁（S1S2）  摄影：华乐团（22-8-2012）

室逐一亮起来，象征着学习的传承，鼓励营员在
往后的日子里发光发亮。看着大家所制造的星
空，大家仿佛如小孩般，睁着大大的眼睛，张着
嘴巴望向天花板，深怕会错过这幅美好的景象。

营会的最后一天，执委团的主席层及部分高
三执委各自召见几位营员以小组方式进行心与心
的对话，并从中了解营员的情绪及想法。随后，
各个组别将以抽签的形式分别呈现在整个营会中
的学习成果。营员们精湛的呈现方式，不仅让在
场的评审老师与观众刮目相看，且获得了相当不
错的成绩。在2012年8月22日5时30分，为期三天
两夜的行政培训营《太阳与星星的对话（十三）
之星空•心语》就这样在大家的掌声中完美地落
幕了。

早晨起床动一动，脑袋活泼又精灵。

小组讨论：“刚刚小老师在讲什么？”
团康时间：3号佳丽走猫步，大家请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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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
台湾新北永平高中

国际志工服务团

2012年8月9日（第一天）
台湾永平高中于今日下午3时抵达我校，所

有参与此次活动的同学则在校门口迎接他们。接
着就在小礼堂进行简单的开幕仪式和破冰游戏。
在开幕仪式中，两校同学代表介绍自己的学校让
大家了解。通过破冰游戏，让永平和循中的同学
更了解自己的学伴。破冰游戏后，永平高中李玲
慧校长，带领大家进行志工培训课程，主要为隔
天的老妇院服务作准备。讲解后，老师则进行个
小游戏让同学们体会残障人士的不便。首先老师
先要求三位同学出来做个角色扮演，第一位同学
将扮演有视觉障碍的人士，第二位则扮演行动不
方便的人士，第三位则站在一旁负责给他们正确
的指示去目的地。演习后，同学将与大家分享自
己的感言。接下来，校方邀请负责接待同学的家
长前来小礼堂参与一个简单的领养仪式。整个仪
式结束后，循中的同学则带着学伴回自己的家
里。

阔别一年，台湾永平高中再次到访马来西亚展开8天

的国际志工培训与校际交流。这次主要接待由学长团负

责，配合部分童军团和圣约翰救伤队团员共同参与。

我们心心相印喔~

心连心，爱心传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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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0日（第二天）
第二天，永平同学则随着我校

同学上班导师节。永平同学通过班
导师节来自我介绍并开始体验我校
的学习生活。班导师节后，我们则
步行到学校附近多年历史的银禧老
妇院进行志工服务。在这之前，两校校长与来自
台湾的永平家长会成员、循中家联会的成员也已
经到达老妇院，并亲自为老婆婆们下厨，准备一
顿丰富的午餐。在前往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路途
中进行社区打扫，随手拾起路旁的垃圾，为社区
出一份力。抵达老妇院后，大家则分工合作进行
打扫。而李校长与曾校长他们正在切菜、洗菜忙
得不亦乐乎。打扫完毕后，我们则和婆婆们一起
享用午餐，同时我们也和婆婆们聊天。之后两校
同学则为婆婆们进行表演，两校同学呈现多首手
语，如《身边》、《隐形的翅膀》、《暖暖》
等等。除此之外，同学们也呈现多首经典名曲
让婆婆大饱眼福、听出耳油。如邓丽君的《月
亮代表我的心》、许冠杰的《学生哥》、《rasa 
sayang》等等。老妇院的服务就在下午1时结束
了。之后同学们则返回学校大讲堂进行认识热带
雨林的课程。由我校曾贤瑞校长授课，校长以
PPT和影片的方式教学，让同学们更认识热带雨
林的知识。1个小时半的热带雨林课程后，则到
志工服务的反思，李校长与永平家长会成员带领
我们分组讨论，为今日在老妇院的服务做个总结
与心得分享。经过一整天的志工培训，同学们体
会到身为年轻一辈的我们，更应该懂得孝敬长
辈，珍惜当下。过后，同学们带领学伴回家做第
二天得Home Stay。

2012年8月11日（第三天）
今天的活动主要是让永平同学体验循中的校

园生活，从班导师节到联课时段。碰巧今天是联
课成果汇报会，永平同学更能趁这次的活动更
了解我校的联课团体。下午2时，同学们则分组
上课，课程分为马来传统艺术——蜡染Batik和
认识马来传统文化。在学习制作蜡染前，由庄永
瑞老师和美术学会会员讲解和示范。在学习蜡染
的同时，在小讲堂则进行马来传统文化的认识，
主要由陈淑菁副校长和国文老师授课。课程除了
让同学们学习简单的马来文问候语和一些单字
之外，还让同学们学习制作彩带——马来饭团
ketupat的包装。傍晚时分，学伴们随同学回家做
第三天得Home Stay。

志工们为老妇院大扫除完毕
后也和婆婆们聊天。午餐后
志工们分组呈现多首经典曲
子给婆婆们听。

志工们为一天的课程发表感言。

志
工
们
分
组
讨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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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2日（第四天）
这一天同学们将到巴生残障院进行半日的志

工服务，我校校长也带领永平的家长会成员一起
参与服务。这次的志工服务比在银禧老妇院的挑
战性更高，除了打扫外，还要为大、小朋友们
修剪指甲、头发和洗澡。而且对象是从幼龄儿童
到二十多岁的青年。这次还好有慈济的师兄、师
姐们及李校长及有经验的永平家长会成员从旁协
助、同学们才能为大小朋友们剪头发、剪指甲、
洗澡等等。工作完成后，两校同学再一次地卖力
呈现，大放快乐的能量给残障院的朋友们。中午
12时候，大家则从巴生返回循中，剩下的时间则
是家庭日，由接待同学家庭负责规划与安排。

2012年8月13日（第五天）
今天，大家一早先前往林连玉墓园和中华民

国男女侨胞纪念碑进行考察。同时由王水晶副总
学长为大家略讲林连玉先生的生前故事，给了林
连玉老师3个鞠躬后，同学们便前往中华大会堂
听课，由该会陈小姐为大家讲解吉隆坡的故事，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大概15分钟的
讲课后，陈小姐将带领大家走遍吉隆坡大街小
巷、各个历史名城。整个行程大约2个小时。途
中我们走遍茨厂街、杂货行、李霖泰菜市场、中
华巷、乐安酒店、积善堂遗址（现为停车场）、
洗衣行（现为复古餐厅）、邝福荣洋服店、人镜
白话剧社、小巷理发店等等古迹。透过这次的文
化之旅，我们了解到一个城市的发展不只是一味
地兴建高楼、发展捷运，而是保存古迹的工作也
应全面和彻底做到。反观许多国家的世界级大城
市，在保护文化古迹的工作上是做得非常完善和
彻底。所以城市在发展的同时，应该如何保存和
维护呢？这是这次活动我们应该去反思的课题。

同学们则分组上课，课程分为马来传统
艺术——蜡染Batik和认识马来传统文化。

同学们到巴生残障院进行半日的志
工服务，除了打扫外，还要为大、小朋
友们修剪指甲、头发和洗澡。 同学们向林连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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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校享用午餐后，
曾贤瑞校长将带领我们
前往波德申进行2天1夜
的热带雨林考察。到达
目的地后，我们将分为2
组进行活动，第一批同
学则先跟随校长进入热
带雨林进行考察。曾校
长为我们介绍许多品种
的热带植物。第二批同
学则在酒店的户外进行
小团康。在酒店享用晚
餐后，我们则分组进行
讨论和总结这几天的学
习成果，为隔天的总结
汇报做准备。

2012年8月14日（第六天）
 这一天，同样由曾校长带我们做晨操，

穿越雨林步行到灯塔，隔着马六甲海峡与印尼苏
门答腊遥遥相望。大约8时，我们则返回酒店用
餐。在离开波德申前，大家还有一段时间与组员
们进行讨论和总结。中午12时，我们则从波德申
回到吉隆坡。回到学校后，各组仍然绞尽脑汁以
最有创意的方式来呈现总结汇报。下午5时，总
结汇报正式开始，各组有10分钟时间作呈现，同
时由评审老师选出最优秀的一组。经过6组的呈
现后，评审老师都认为这次的志工培训和交流活
动，都让各位同学成长了许多、学到很多。之后
则是晚餐时间，晚餐时间后，则是闭幕仪式。今
天则是永平同学陪伴大家最后一天了。

2012年8月15日（第七天）
今天早上，同学们都抱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来

到学校。在离开之前，大家也互相拍照留念，交
换礼物。8时，我们则欢送永平同学。虽然我们
已完成我们的任务，但是永平同学接下来则前往
马六甲进行游玩和学习。在马六甲2天1夜游，林
明义副校长则带领他们游遍马六甲红屋、乘搭游
艇看看马六甲河沿岸的壁画、马六甲古城等等著
名景点。

回归大自然的行程从这里开始。

学伴们依依不舍的分开。

2012年8月16日（第八天）
今天下午，永平同学则从马

六甲回到吉隆坡国际机场，离开
马来西亚，回到台湾。在这几天
的志工服务和交流活动，相信大
家都学习到很多，也认识到远道
而来的永平同学。

报导：简浚斐（S1C2）（16-8-2012）

学伴交换记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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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经验发表会
 循人中学教师进修处于2012年11月7日与8

日，在本校大讲堂举办-2012年循人中学教育研
究/经验发表会。

本次教育研究/经验发表会共发表33篇论
文，分别为(一)班导师心得与班级经营共13篇；
(二)学科教育与教学共6篇；(三)教育专题共6
篇；(四)新手老师阅读报告或随笔共8篇。

教师进修处主任黄祯玉老师表示，本次收集
论文的过程中相当困难，因为本校教师业务繁
忙，加上近期考试非常多，对于投稿论文的教师
们，给予万分的感谢。

两日的教育研究/经验发表会均于早上8点开
始进行，首日主持人为：杨洁华老师、罗碧云老
师、辜宝玉老师，次日主持人为：徐宝云老师、
梁伟豪老师。

本次发表会中，论文发表的老师们，非常用
心的准备报告内容。苏玲薇老师、颜宋凌老师及
李文豪老师利用九把刀的热门电影名称，变成
[那些年，我们一起背的化学]，逗趣的发表方式
让在场的老师笑声连连。 报道：杨俊伟师(8-11-2012）

每一个环节都设有综合交流与回馈时间，让
在场的教师们对于发表的老师提出问题讨论。蔡
婉玲老师所提出的[ 做个手心向下的人—循人中
学与新北市立永平高级中学国际志工服务团交流
活动之心得报告]，论文中的观点让在场的老师
们不断的提出问题与热烈的回馈建议。许多老师
所提出的建议中，对于本校的国际志工服务团给
予高度的肯定，因为学校在高中生活中并非以课
业为目标，更需要培养学生的人格发展与道德教
育。

整场教育研究/经验发表会的最后一个阶
段，则由本校曾贤瑞校长做专题演讲。曾校长表
示，教师们在繁忙的工作中，还特别交出教育论
文，真的非常感动。而曾校长的专题演讲是[从
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看循人中学所面临的挑
战]，针对我国教育部所提出的教育大蓝图，提
出了如何对应的政策，以应付循人中学现在所面
临的现况。

最后，两天的教育研究/经验发表会于8日下
午3点整，圆满结束。

【新手教师表现奖】
（1） 陈美溢：《56号教室的奇迹》读后感  （2） 李宏华：新进教师一年有感

【研究精神奖】
（1）叶抒蕙： 2012年J3E承载梦想之效果 （2）蔡婉玲：做个手心向下的人——

               循人中学与新北市立永平高级
             中学国际志工服务团交流活动
             之心得报告

（3）张慧容：浅谈学生社团经营——
                以循人中学学生警察团为例

【教育学术奖】
（1）颜宋凌、苏凌蔚、李文豪：
          那些年，我们一起背的化学

（2）陈冠宏、李婉媚、李秋云、蔡婉玲：
          回溯分析生物试卷选择题的作答情况
          并探讨其结果的意涵（3）徐亦里：与S3C4的孩子们一起蜕变——

           “一期一会”户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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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运动会的心得分享
 (擷取段落)

前言 
2012年的初三D班不是第一段班里成绩最突

出的，但却是“综合实力”平均的班级。他们当
中有成绩最优秀的、有文静爱读书却极其讨厌运
动的、有充满音乐才华的、有一批热爱运动的学
生更有着一批美术设计很棒的学生，说他们是多
才多艺的一班也不为过。这一整班学生从初一时
候的分裂和内斗，经过初二的洗礼来到初三，他
们基本上成长了不少。

今年就是他们在初中学习生涯的最后一年
了。因此，我想与这一班学生一起创造和体验最
难忘的回忆，不让初中三的学习生涯只剩下周而
复始的读书、备考、考试。运动会，似乎是个不
错的选择。

一、循人中学的运动会特色
循人中学的班级活动和竞赛甚多。其中最大

型的就属学校的常年运动会。

学校运动会是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终身
体育的意识的重要形式。通过学生亲身体验比赛
过程，增强挑战自我的信心，激发学生参与体育
活动的兴趣和参赛欲望；通过学习和参赛，提高
学生的体能，

二、运动会时班导师所扮演的角色
（一） 经验设计者

曾听过一句话“班导师也是设计师，不是设
计产品而是设计好的经验和复制好的经验感染学
生。”如果从体验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即是让产
品不只是产品，让产品真正被消费者“体验”，
留下好印象。”要留下好印象、好的经验的关键
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提供最适当的东西，让消
费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达到产品销售的最高效
率。” 

运动会是对每个运动员智慧、能力和品德的
一次历练，也是对各参赛班级的精神风貌、竞争
意识、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感和顽强拼搏精神的
锤炼。我决定往这个方向尝试。希望在今年能够
和学生一起努力让所有人有一个难忘的运动会体
验。

张静雯师

三、我的操作经验
（一）理解和预见

已经是带班第3年了，对这班学生的能力基
本清楚了解。因此在运动会前两天，我向体育委
员说明我希望他能替我做到的事——分配好运动
会两天的所有职务以及向班上同学说明本次的运
动会目标，要全班达成共识。有了前两年的经
验，体育委员在第二天便将职务分配好。最令人
欣喜的是，所有职务几乎是学生自愿担任，不再
像前两年都由班委承包运动会的职务。

体育委员能够很顺利的统筹所有运动会的职
务。这一次的分工很仔细，各个职务的工作内容
很明确。今年初三是和高一的班级竞争，运动员
们表示压力很大，因为面对的对手太强，大家其
实不比去年来得有信心。可是所有人都很想再次
品尝那胜利的滋味。由此可见，他们虽然没有十
足的把握，对于再次拿奖却有着强烈的渴望。

（二）拟定明确目标，要求全班达成共识。
运动会前夕的班导师节，体育委员在我的指

示下向大家说明了运动会的目标，并要求大家能
够得到共识，另外他还自发的带动全班啦啦队的
口号。那一天的班导师节全班集思广益，想了几
个属于J3D的运动会口号。接着，我在运动会前
向所有学生说明运动会的意义还郑重地告诉学生
此次的运动会目标：——蝉联田径总冠军和拿最
佳卫生奖。同时激励全班同学：我们要“以终为
始”，再次拿下田径总冠军，要创造历史就在明
天，大家要一起加油。“这句话，让全班同学为
之沸腾，大家都希望自己班能够在运动会得到好
的成绩，期待着运动会的到来。

（三）精神喊话
喊话的内容无疑是鼓舞士气以及让所有人处

于“备战”状态。另外，为了兼顾卫生和纪律，
因此精神喊话之后必定是由卫生委员和纠察员交
待重要事项。据两年的观察，有了这个步骤，基
本上所有学生都提高戒备甚至很清楚了解自己的
角色和班级目标，因此只要体育委员和卫生委员
在运动会进行过程中交待事情或者要求同学做事
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会非常快速的行动，不再
像以前出现推拖的情况，所有人几乎为着同一个
目标努力。从这一天起，我便知道执行方面，他
们几乎能够独当一面，不需要我操心。

（四）独特的加油牌
J3D班每一位运动员都有专属于他们的名

卡。今年仍然沿用去年的模式，制作名卡给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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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鼓励。运动员看见自己的名字在诺大的运动场
上出现也无形中给了他们肯定。即使不是场上最
强的运动员，但场外有人为自己加油也是一种鼓
励和超棒的体验。

（五）和学生一起加油打气
最重要的是班导师一定要和学生一起为班上

的运动员加油打气。创造这样的经验，主要是让
所有学生有机会“体验”运动会的同时，也增加
学生对班级归属感和认同感，了解团队精神在班
上起到的积极作用。

（六）合作学习
有鉴于去年分数被扣，得不到最佳卫生奖，

所以今年决定要加以改善。延续去年的值日生轮
值制度，定时扫地和看管书包。第一天的卫生分
数与去年相比大有改善，结果当天的卫生排名暂
时落在乙组第2名。相比去年第一天的卫生分数
排在第13名，今年的成绩大有进步。

总结
这三年，在带学生体验运动会的心态上有着

很大的转变。从原本只把它当作基本工作，希望
学生不在运动会犯事就好，一直到最后有意识的
带领学生体验一场运动会的结果是今年的运动会
着实让我难忘。最令我开心的事并非拿奖而是在
这过程中得到的美好经验和记忆。看着学生的成
长、看着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果，那种喜悦真的难
以形容。与其说班导师设计好的经验不如说学生
也在为我设计美好的经验，在我给学生提供恰当
的‘东西’的之时，他们其实也在不断地给我创
造美好的经验和影响。教学相长指的大概就是这
样的体验吧？

这运动会让我见识了团结的力量和这班学生
的无限可能性。这一次的成功，我敢说决不是运
动会那两天甚至是筹备前一个月的努力，这努力
是积淀了三年得到的成果。

新进教师
一年有感

由学校离开，再回到学校，这个过程的身份
转变，让我的心情如洗三温暖般，非三言两语之
笔墨可尽述其中的滋味。虽然我不是应届毕业
生，也不是刚脱离校园生活的教职新鲜人，但是
再次走入校园，让多年来一直都很习惯静默地坐
在讲台下的这个学习身份的我，一时之间也难以
想象自己现在已是担任那个亲身站在讲台上口沫
横飞、传道授业解惑，有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之美誉的这号角色的人物了。所以老实说，自
己会进入教职工作，真的是超乎我之前所预料
的。

不只一次，而是多次地反问自己：到底自己
为何会站在这个站台上？最常的是在站台上及下
了站台之后，问自己：＂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教育
那些学生的？怎么教？还遗漏了什么吗？又应该
在哪一个部分去补充些什么内容？＂甚至也会一
直反问自己：＂你在这里干什么？难道你真的喜
欢站在这么多学生的眼前说话？这难道就是你一
直在寻觅的一生志业？你想教育那些学生们一些
什么？你希望自己教出怎么样的学生？＂等等。

也曾经非常的不习惯自别人的口中听到自己
被称呼为＂老师＂，并且也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
地排斥别人这样子称呼自己，而生出拒斥之感。
而至今，也许开始有些麻木了，开始出现了一些
反射性的习惯或是动作，如：当有人称呼＂老师
＂时，自己会第一时间内抬起头来看对方是否在
叫自己，不管这样叫的那把声音是稚嫩的，还是
年长、老成的。或是在身处一个吵嚷的密闭空间
当中，三不五时地会有股想要站起来维持秩序、
叫吵闹者＂闭嘴，安静，坐下＂的冲动。走在路
上，有时发现到自己会忍不住想教训或是纠正一
些行为不当者，哪怕对方不是自己的学生、对方
身上是否穿着学校的制服，而自己也早已经离开
学校这个工作范围了，这种行为的管教在某个程
度上并不再是属实是自己的责任所在了。

这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教师，并不只是
一份工作，这么简单而已。而这个时候，自己已
在这一行工作了半年。而许多的职场习惯已＂内
化＂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了。从来不知道，原
来教育不只是老师对学生这种单向、由上而下的

李宏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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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而已，还有老师对自己的教育这种平行式教
育；它也是一种影响深远，并且无色、无味、不
着痕迹的＂自我教育＂。虽然老师一直都是站在
讲台上说话的那个人，但是直到自己站在讲台上
时，才意识：老师很多时候，是需要多向学生学
习的那个人。教育，是一种双向的交流，而非单
向的传授知识而已。另外，＂因材施教＂这门学
问，也真的需要数年的功力及火候才有可能做
到。而它的前提条件是：有分辨学生资质及个性
的好眼力，以及运用不同的教学技巧与策略。

虽然身为一位老师，在面对学生时，不只是
言教，身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进入课堂
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以为教育是：
＂老师教，学生学习＂就好，这一种想法其实并
不完全正确。反而是在一些的学生身上，让我学
习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在那些班上较为认真学
习的学生，他们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让我不禁
回想学生时代的自己，而在两者相比较之下会为
过去的自己感到汗颜。在上课的同时，从学生的
身上学到的东西不只是在观察学生的上课反应后
去加强自己的授课技巧，还包括一些很基本的学
习精神及态度。

而在这半年以上，站在讲台上的心路历程，
也是有心酸的部分，及开心的部分。教职的环境
与其他的职场环境而言，相对之下是较为单纯许
多，可是尽管如此，它还是有让我倍感受挫的
地方。而这些因性格方面的不成熟造成的作业上
的障碍，事实上在其他的工作场域中，也许会引
发的争议性并不大，可是在面对处理学生学习进
度，及学生的身心发展方面来说，却是影响深远
的。这些是自己需要再多加注意及加强的部分，
而不只是在课室学习气氛的经营上而已。

《第56号教室的奇迹》
读后感

今年二月加入循中这个大家庭时，校方贴心
地送了严元章先生的《教育论》，让新手老师们
走在教育育人的路上更踏实。当初读《教育论》
时，我非常认同严元章先生所提倡的艺、技、
智、德四育全面发展的农业教育以及其中的教育
理念。尽管如此，我心里却觉得要实践书中的理
论实在是难如登天。第一，在这功利主义、绩效
为先的社会里，成绩排名就是一切的想法早已根
深蒂固，现代家长甚至不惜砸钱送孩子到各大补
习班、培训班以便培养出一个个“精英”。第
二，在都会里，发达的科技与网络为现代孩子打
造了舒适方便、速战速决的生活，结果大部分孩
子沉迷于网上游戏、面子书，却失去了刻苦钻研
知识、从生活学习待人处事的动力。抄捷径、好
逸恶劳和自我为重成了新新人类的处事方法；脚
踏实地、默默耕耘和“我为人人”那一套仿佛已
过时。第三，目前中小学课程安排得又广又紧
凑，因此在时间有限、大班制和提升学生学业表
现的压力等限制下，老师们往往无法在完成课程
之余开发每位学生的潜力而真正做到全面发展学
生德、智、体、群、美、劳六育这一点。第四，
在政治家、野心家和资本家的操纵与影响下，现
在的教育已因过度制度化而变质。为了在最短的
时间内培养出最多的人力以应付社会经济发展，
教育变成了速食套餐——在有限时间内，最方便
也最快让大家充饥，可惜套餐里的食物并非每一
样都合口味，最重要还是它看起来很美味却没什
么营养。鉴于以上几点，我会认为好的教育理论
即使真正实践起来也会与理想中的是两码事。

陈美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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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我 的 观 点 因 为 雷 夫 老 师 （ R a f e 
Esquith）而改变了。

雷夫老师是《第56号教室的奇迹》的作者，
亦是56号教室里的灵魂人物。透过文字（即使是
译文），他让我明白好的教育理论是可以全面实
践的，“心不难，则事就不难”。雷夫老师给予
他的学生百分之百的信任，而他的学生也的确值
得雷夫老师信任，甚至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这
些小小莎士比亚（雷夫老师最爱称他们为小小莎
士比亚，因为学生们都会参演莎士比亚戏剧）不
仅品格高尚，还热爱学习。难得的是，这些孩子
们并非来自富裕的家庭；相反的，他们大多来自
移民家庭，家境贫困，可是他们懂得自律、谦
逊、乐于助人……雷夫老师是怎样创造出这些奇
迹呢？他又是如何成功地把柯尔堡“道德发展六
阶段”实践在56号教室并建立起文明的班风，让
孩子们成人成才呢？我想这正因为雷夫老师本身
就是达到第六阶段思考的最佳典范吧！

根据雷夫老师在书中的诠释，道德发展的第
六阶段主张着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存在于个人健全
的人性与灵魂内。雷夫老师对育人的信念、对教
育的热忱、对学生的真心使他即使在面对教学
上的失败与失望时，也无法放弃自己的学生、放
弃他对孩子们的期许与标准。在教育路上，雷夫
老师也曾跌跌撞撞，也曾迷失方向，差点儿就不
想走下去。可是，他潜在的正面人性使他在“机
缘”下（即在一次化学实验中发生了火烧头发事
件）点燃了他的教育方向，而且越烧越明亮。从
此，雷夫老师决心要用“像头发着了火似的”态
度来教学。更可贵的是， 雷夫老师是一个注重
学生德、智、体、群、美、劳六育全面发展的教
育家。为达到此教育目标，他致力打造一个像家
那般温暖的56号教室。他先与学生们建立互信关

系，并善用教学活动与学生的互动引导学生达致
道德第六阶段思考。除了建立文明自律的班风，
他也重新整合课程和精心设计教学活动，让学生
爱上阅读、艺术、运动、思考与科学探索等领
域。另外，为了教会孩子们组织与规划等一生人
都受用的技能，雷夫老师在班里推广了经济制
度，给每位学生安排了工作与“资产”。总而言
之，雷夫老师要教给学生的并非仅有课本上的知
识，而是学生终其一生都可用的智慧与技能。雷
夫老师对教育的远见、对教育的抱负不得不让我
佩服啊！

身为一个菜鸟老师，每天的教学对我而言都
是充满挑战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高低起伏，偶
尔会因教学成效不如预期而沮丧迷茫。渐渐地，
这样的我开始失去了自信，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能
力。庆幸的是，《第56号教室的奇迹》仿佛是一
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感恩雷夫老师毫
不吝啬地把他的教学经验与心得透过文字与我们
分享，让我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去突破教学困境。
首先，我要努力让自己达到第六阶段思考，确认
了我的教育方向并坚定地走下去。只有发展了正
面思考与健全人性这心灵堡垒，我才能熬过教学
中低潮的时候，就如雷夫老师给年轻老师们的建
议：“你未来的日子不会太好过。并不是因为你
不是一个好老师，而是每个人都会有不顺遂的时
候，但优秀的老师决不轻言放弃。我经常遭遇到
挫折，但我会试着从错误中学着让自己变得更
好。” 另外， 我须言行一致让学生感受到我对
他们的信任，因此我得好好自我警惕避免任何破
坏学生对老师们信任的言行。而针对教学方面，
我可尝试整合我所教的科目的课程，并加入生活
化与解决困境等元素。最后，校方已制定了多项
措施以便全面发展学生的六育，我应尽力配合，
做好自己的本分，以好老师为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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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
       人数
科目

A B C D E 出席
人数

缺席
人数

及格率
A至D总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华文 236 45.21 224 42.91 53 10.15 8 1.53 1 0.19 522 0 521 99.81
马来西亚文 140 26.82 245 46.93 108 20.69 27 5.17 2 0.38 522 0 520 99.62
英文 96 18.43 300 57.58 112 21.50 12 2.30 1 0.19 521 1 520 99.81
数学 147 28.21 188 36.08 130 24.95 46 8.83 10 1.92 521 1 511 98.08
科学 108 20.69 245 46.93 135 25.86 30 5.75 4 0.77 522 0 518 99.23
历史 158 30.33 224 42.99 100 19.19 39 7.49 0 0.00 521 1 521 100.00
地理 126 24.14 248 47.51 114 21.84 33 6.32 1 0.19 522 0 521 99.81
美术 94 18.04 204 39.16 115 22.07 101 19.39 7 1.34 521 1 514 98.66

8A 戴俊和 J3A
 汤经田 J3A
 刘衍衡 J3B
 曾繁安 J3C
 巫诗怡 J3C
 谢昀倩 J3C
 曾诗枨 J3D
 严瑞莲 J3D
 黄仁愉 J3D
 张爱美 J3D
 张沁涵 J3D
    
7A 陆继贤 J3A ( 7A 1B)
 曹峻铨 J3B ( 7A 1B)
 何万威 J3B ( 7A 1B)
 刘汶怡 J3B ( 7A 1B)
 黄沛棋 J3B ( 7A 1B)
 张嘉育 J3C ( 7A 1B)
 李千红 J3C ( 7A 1B)
 王亦婷 J3C ( 7A 1B)
 黄俊杰 J3C ( 7A 1B)
 辛持真 J3C ( 7A 1B)
 萧立程 J3C ( 7A 1B)
 叶晓琪 J3C ( 7A 1B)
 杨伊美 J3C ( 7A 1B)
 蔡常键 J3C ( 7A 1C )
 张培燊 J3B ( 7A 1C )
 丘家进 J3B ( 7A 1C )
 郭家威 J3D ( 7A 1C )
 黄馨谊 J3D ( 7A 1C )
 姚淑婷 J3A ( 7A 1D )

6A 石铭杰 J3A ( 6A 2B )
 翁静 J3A ( 6A 2B )
 潘思妗 J3A ( 6A 2B )
 黄启源 J3A ( 6A 2B )
 叶蔚逸 J3A ( 6A 2B )
 黎鸿晖 J3B ( 6A 2B )
 叶韦伶 J3B ( 6A 2B )
 彭嘉蕙 J3B ( 6A 2B )
 谭靖琛 J3B ( 6A 2B )
 张汇遴 J3B ( 6A 2B )
 林泳欣 J3B ( 6A 2B )
 巫启轩 J3C ( 6A 2B )
 吕洧乐 J3C ( 6A 2B )
 陈嘉欣 J3C ( 6A 2B )
 黄建铭 J3C ( 6A 2B )
 陈嘉恩 J3D ( 6A 2B )
 陈国栋 J3E ( 6A 2B )
 谢妮燕 J3F ( 6A 2B )
 张静考 J3F ( 6A 2B )
 叶乃阳 J3A ( 6A 1B 1C )
 魏敏怡 J3A ( 6A 1B 1C )
 张俊杰 J3A ( 6A 1B 1C )
 陈慧欣 J3B ( 6A 1B 1C )
 杨雪霏 J3B ( 6A 1B 1C )
 李蕙佃 J3C ( 6A 1B 1C )
 许政扬 J3D ( 6A 1B 1C )
 林泳连 J3F ( 6A 1B 1C )
 黄怡晴 J3A ( 6A 1B 1D )
 黄忠荣 J3G ( 6A 1B 1D)
 梁豪杰 J3F ( 6A 1C 1D )
 

个人优异成绩 ( 共91人 )

总及格率：99.38

5A 李伟程 J3A ( 5A 3B )
 高志翔 J3A ( 5A 3B )
 凌慧雯 J3A ( 5A 3B )
 陈蕙欣 J3A ( 5A 3B )
 张可颐 J3B ( 5A 3B )
 曾倩彤 J3B ( 5A 3B )
 雷慧雯 J3B ( 5A 3B )
 林恩乐 J3B ( 5A 3B )
 余敬恒 J3B ( 5A 3B )
 陈敏儿 J3B ( 5A 3B )
 朱宁宁 J3C ( 5A 3B )
 林柏毅 J3C ( 5A 3B )
 伍瀚翔 J3C ( 5A 3B )
 张育洪 J3D ( 5A 3B )
 颜莉蓓 J3D ( 5A 3B )
 王诗惠 J3D ( 5A 3B )
 邓素仪 J3D ( 5A 3B )
 陈华俊 J3E ( 5A 3B )
 李愫桦 J3G ( 5A 3B )
 饶佳贤 J3F ( 5A 2B )
 叶健荣 J3B ( 5A 2B 1C 1D)
 朱佩仪 J3A ( 5A 2B 1C)
 潘佩莉 J3A ( 5A 2B 1C)
 朱健恩 J3B ( 5A 2B 1C)
 罗弸辅 J3C ( 5A 2B 1C)
 马成发 J3D ( 5A 2B 1C)
 陈兆峰 J3D ( 5A 2B 1C)
 杨宇治 J3D ( 5A 2B 1C)
 徐地山 J3A ( 5A 2B 1D)
 罗颖峻 J3D ( 5A 2B 1D)
 温家毅 J3I ( 5A 1B 2C)

 注：少 过  5A 者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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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
            人数
科目

A1 A2 B3 B4 B5 B6 C7 C8 F9 考生  
人数

百  分  率  % 及    格    率
%

A + B + CA B C

华文 47 53 60 69 42 38 64 18 1 392 25.51 53.32 20.92 99.74
马来西亚文 112 70 52 47 29 27 39 12 4 392 46.43 39.54 13.01 98.98
英文 36 34 43 46 78 61 63 28 3 392 17.86 58.16 23.21 99.23
数学 59 59 22 26 22 20 26 8 2 244 48.36 36.89 13.93 99.18
高级数学（商） 46 25 27 23 29 25 34 22 13 244 29.10 42.62 22.95 94.67
高级数学1（理） 43 53 13 15 8 2 10 3 1 148 64.86 25.68 8.78 99.32
高级数学2 18 13 20 14 18 14 22 19 8 146 21.23 45.21 28.08 94.52
历史 30 40 22 33 37 26 45 52 18 303 23.10 38.94 32.01 94.06
地理 8 5 8 2 3 3 0 0 0 29 44.83 55.17 0.00 100.00
生物 18 16 27 19 15 9 27 11 5 147 23.13 47.62 25.85 96.60
化学 12 13 16 17 15 20 28 15 12 148 16.89 45.95 29.05 91.89
物理 14 15 22 22 10 28 20 10 5 146 19.86 56.16 20.55 96.58
商业学 31 36 18 34 36 36 33 17 3 244 27.46 50.82 20.49 98.77
簿记与会计 46 39 30 31 25 23 23 17 10 244 34.84 44.67 16.39 95.90
经济学 17 21 29 27 29 32 42 22 4 223 17.04 52.47 28.70 98.21
电脑与资讯工艺 0 3 0 3 2 3 1 0 0 12 25.00 66.67 8.33 100.00
美术 6 6 9 12 10 6 2 1 0 52 23.08 71.15 5.77 100.00

总  及  格  率 : 97.46

2012年 度 高 中 统 一 考 试 成 绩 统 计

注1：学校课程没有教授电脑与资讯工艺 , 而地理、经济学只列为选修科。
注2：2010年起取消商业概论考科。

9A 陈振鸿 S3S2 （9A1） 报考9科
 余静颖 S3C2 （8A1，1A2） 报考11科
 杨芷褣 S3C1 （8A1，1A2） 报考9科
 廖子莹 S3S1 （6A1，3A2） 报考9科
 郭慧盈 S3C1 （3A1，6A2） 报考10科
     
8A  周镇鸿 S3S1 （8A1） 报考8科
 黄芷文 S3C1 （8A1） 报考9科
 黄志豪 S3C5 （8A1） 报考9科
 吴镇邦 S3S1 （7A1，1A2） 报考8科
 宋依龄 S3C3 （7A1，1A2） 报考9科
 杨家琪 S3C4 （7A1，1A2） 报考10科
 李络琳 S3S1 （6A1，2A2） 报考8科
 罗镁渲 S3S1 （6A1，2A2） 报考9科
 王泽轩 S3S2 （6A1，2A2） 报考9科
 陈晓慧 S3C2 （6A1，2A2） 报考10科
 丘凯文 S3C2 （6A1，2A2） 报考9科
 林祖耀 S3S1 （5A1，3A2） 报考8科
 陈姵伊 S3S1 （5A1，3A2） 报考8科
 陈章佑 S3S2 （5A1，3A2） 报考9科
 郑舒雯 S3C2 （5A1，3A2） 报考9科
 关逸华 S3S1 （4A1，4A2） 报考8科
 林淑婷 S3C2 （4A1，4A2） 报考9科
 曾淑筠 S3C2 （3A1，5A2） 报考9科

高中统考个人优异成绩 ( 共77人 ) 7A 杨慧慧 S3S1 （7A1） 报考8科
 陈嘉敏 S3C1 （7A1） 报考9科
 郑裕祺 S3S1 （6A1，1A2） 报考8科
 陈碧滢 S3C5 （6A1，1A2） 报考9科
 谢佩心 S3C5 （6A1，1A2） 报考9科
 李雯雯 S3C1 （5A1，2A2） 报考9科
 彭浩官 S3C1 （5A1，2A2） 报考10科
 范嘉慧 S3S2 （4A1，3A2） 报考9科
 杨衍禧 S3S1 （4A1，3A2） 报考8科
 廖启贤 S3C1 （4A1，3A2） 报考9科
 罗秀进 S3C1 （4A1，3A2） 报考10科
 黄克礼 S3S2 （3A1，4A2） 报考10科
 林迦慧 S3C1 （3A1，4A2） 报考9科
 吴琪盈 S3C1 （2A1，5A2） 报考10科
 江佩雯 S3C2 （2A1，5A2） 报考9科
 饶泫斌 S3C2 （3A1，4A2） 报考9科
 陈紫仪 S3C5 （2A1，5A2） 报考9科
 黄振华 S3S3 （1A1，6A2） 报考10科
 吴俊毅 S3C5 （1A1，6A2） 报考9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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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 ：陈泳诗（S3C5）
马来西亚文 ：刘彦君（S3S2）、
      李络琳（S3S1）
英文 ：苏罕雅（S3S1）
数学 ：许诗颖（S3C1）
高级数学 I ：周镇鸿（S3S1）、
     蔡伟洋（S3S1）、
     林祖耀（S3S1）、
     陈振鸿（S3S2）
     郑裕祺（S3S1）
高级数学II ：陈姵伊（S3S1）、
     周镇鸿（S3S1）
生物 ：周镇鸿（S3S1）、
     罗镁渲（S3S1）、
     吴镇邦（S3S1）
物理 ：周镇鸿（S3S1）、
     林祖耀（S3S1）
簿记与会计 ：叶健辉（S3C5）、
     罗秀进（S3C1）、
     饶泫斌（S3C2）

各科成绩特出学生
6A  刘璞 S3S1 （5A1，1A2） 报考8科
 黄暄淋 S3S1 （5A1，1A2） 报考8科
 陈泳诗 S3C5 （5A1，1A2） 报考9科
 包伟骞 S3S1 （4A1，2A2） 报考8科
 郑子欣 S3C4 （3A1，3A2） 报考10科
 黄馨慧 S3C2 （1A1，5A2） 报考9科
      
5A  叶健辉 S3C5 （5A1） 报考9科
 朱嘉慧 S3S1 （4A1，1A2） 报考9科
 廖立怡 S3C1 （4A1，1A2） 报考9科
 蔡伟洋 S3S1 （3A1，2A2） 报考8科
 刘俊阳 S3S1 （3A1，2A2） 报考8科
 陈海锋 S3S1 （3A1，2A2） 报考9科
 盛耿迪 S3S2 （3A1，2A2） 报考9科
 刘秉鑫 S3S2 （3A1，2A2） 报考9科
 杨富杰 S3C1 （3A1，2A2） 报考9科
 黄晓倩 S3C2 （3A1，2A2） 报考9科
 黄伟业 S3C2 （3A1，2A2） 报考9科
 许芷欣 S3C4 （3A1，2A2） 报考9科
 云筱瑞 S3C5 （3A1，2A2） 报考9科
 陈彦蓉 S3S1 （2A1，3A2） 报考9科
 丘廷升 S3S1 （2A1，3A2） 报考8科
 刘振鸿 S3S1 （2A1，3A2） 报考8科
 叶艺勤 S3S1 （2A1，3A2） 报考8科
 余嘉欣 S3S1 （2A1，3A2） 报考8科
 魏瑾莹 S3S2 （2A1，3A2） 报考9科
 陈栋霖 S3S2 （2A1，3A2） 报考10科
 李威乐 S3S2 （2A1，3A2） 报考9科
 黎家盛 S3S3 （2A1，3A2） 报考8科
 沈巧蓉 S3C1 （2A1，3A2） 报考9科
 郭小彤 S3C5 （2A1，3A2） 报考9科
 周志诚 S3C5 （2A1，3A2） 报考8科
 曾孟元 S3S1 （1A1，4A2） 报考8科
 李志允 S3S2 （1A1，4A2） 报考8科
 陈冠宏 S3S2 （1A1，4A2） 报考9科
 吴家阳 S3C2 （1A1，4A2） 报考9科
 

5A J3A 陈月仪、张振权、胡毓雯、高志翔、凌慧雯、黄俊豪、黄新婷、叶健楷
 J3B 莫靖萱、张可颐、李颂扬、邱淑晶、林浚宏、余敬恒、彭子湋、潘毓颖、黄暐雯、
  叶健荣、杨进维、杨慧莹
 J3C 郑思慧、朱宁宁、周嘉燕、包峻诰
 J3D 蔡锦东、蔡佩纹、王诗惠、陈雯蔚、黄慧欣、黄耀辉
 J3E 张霓贞、黄歆惠
 J3F 曹润权、龚        、黄婉云
 J3H 陈世亿  

注：少 过  5A 者 略

2012 年 度 PMR 考 试 成 绩 统 计

注：少 过  5A 者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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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
人数

科目

A B C D E 及格
人数

考试
人数

及格率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B.Melayu 68 13.05 309 59.31 127 24.38 17 3.26 0 0.00 521 521 100.00
B.Inggeris 182 34.93 210 40.31 117 22.46 11 2.11 1 0.19 520 521 99.81
Mathematics 476 91.36 34 6.53 9 1.73 2 0.38 0 0.00 521 521 100.00
Science 188 36.08 168 32.25 125 23.99 40 7.68 0 0.00 521 521 100.00
Sejarah 115 22.07 125 23.99 198 38.00 77 14.78 6 1.15 515 521 98.85
Geografi 203 38.96 128 24.57 165 31.67 22 4.22 3 0.58 518 521 99.42
K.Hidup 204 39.16 104 19.96 176 33.78 37 7.10 0 0.00 521 521 100.00
B.Cina 242 46.45 218 41.84 32 6.14 29 5.57 0 0.00 521 521 100.00

总 及 格 率 100.00

       等级
人数

科目

1 2 3 4 5 及格
人数

考试
人数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Peka Science 52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521 521
K.K.Sejarah 52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521 521
K.K.Geografi 477 91.55 44 8.45 0 0.00 0 0.00 0 0.00 521 521
K.K.K.Hidup 52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521 521

2012 年 度 PMR 考 试 成 绩 统 计

8A J3A 魏敏怡、黄怡晴、姚淑婷、徐地山、陆继贤、戴俊和
 J3B 陈慧欣、张汇遴、林泳欣、刘汶怡、林恩乐、叶韦伶、杨雪霏、曹峻铨、张培燊、黎鸿晖
 J3C 曾繁安、巫诗怡、张嘉育、李蕙佃、李千红、王亦婷、辛持真、陈嘉欣、黄日怡、
  叶晓琪、杨伊美、蔡常键、伍瀚翔
 J3D 刘雪铟、曾诗枨、颜莉蓓、严瑞莲、黄仁愉、黄馨谊、萧晓柔、陈嘉恩、张沁涵、许政扬
 J3F 张静考           

7A J3A 陈皆心、黄立惠、翁静、唐宝雯、叶蔚逸、张俊杰、黄勤勇、郑建辉、马亿骏、叶乃阳 
 J3B 谢恺祯、黄沛棋、丘家进、何万威、刘衍衡
 J3C 林诗怡、谢昀倩、杨靖娴、巫启轩、何承恩、吕洧乐、吴宇显、黄俊杰、萧立程、
  黄建铭、杨爵阳、尤俐文
 J3D 尹凯雯、罗靖儇、吴晓璇、陈兆峰、郭家威、罗颖峻、杨宇治
 J3E 陈华俊
 J3F 谢妮燕           

6A J3A 徐芝华、朱佩仪、康业佳、潘思妗、姚佳君、石铭杰、李伟程、邬俊杰、汤经田
 J3B 曾倩彤、彭嘉蕙、陈敏儿、谭靖琛、黄诗愉、杨凯淇、吴汉峰、连浩斌 
 J3C 吴琪洁、李贞霓、云依雯、黄薇致、林柏毅、罗弸辅、杨衍恒
 J3D 冯永怡、陈奕鑫、张爱美、邓素仪、陈俊杰、马成发、张育洪、林湋翔、萧越扬
 J3E 温淑仪、陈国栋       
 J3F 林泳连、饶佳贤、梁恩赐、梁豪杰、巴湕顺    
 J3H 杨凯斌        

个人优异成绩 ( 共153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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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廿九届全国独中数理学识比赛
本校学生荣获团体季军

郑裕祺（S3S1）、陈振鸿（S3S2）并获生物组第一名、
周镇鸿（S3S1）并获物理组第二名

2012年第一届全国独中英语辩论赛
本校学生荣获冠军

赵伯晋（S2C5）、邝家伟（S3S3）并获决赛最佳辩论员、
幸瑷宜（S2S4）并获四强最佳辩论员、洪俊诚（S1S1）并获八强最佳辩论员、

2012年第三十四届

全国独中三语演讲比赛
简业缙（J2C）初中华语第八名、
杨芷褣（S3C1）高中华语第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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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书法学会主办硬笔书法比赛

甲组

特优∶钱伟山（S3C5）、林子汶（S3C5）
优秀∶ 陈键扬（ S2C1）、 李瑞盈（S3C1）、何淑鑫（S2S2）
佳作∶廖雪艳（S2C3）、黄嘉瑾（S2S3）、冼佩渼（S3C1）、
            邓伟毅（S2C1）、黄芷文（S3C1）

乙组

特优∶林璟妤（S1S1）、黄依琳（S1S1）
优秀∶颜莉蓓（J3D）、彭子湋（J3B）、李松敬（S1C5）
佳作∶李瑞祺（J3F）、邓家欣（S1S1）、谭钧予（S1C2）、
            杨忠信 （J3H）、黄钰婧（J3F）

丙组

特优∶曹繁予（J1A）、许智羚（J2C）
优秀∶包佳仪（J2F）、谢国晟（J2E）、宋禹萱（J2A）
佳作∶吴淑欣（J1G）、梁美雪（J1C）、黄洁莹（J1B）、
            谭靖枫（J1B）、赵颖晴（J2A）

字

硬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