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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韩江教育体系逐渐步入轨道，让人心
感欣慰。从韩江华文小学成功改制为全日

制小学，再到韩江中学行政规划步入正轨，再到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逐渐开拓新课程及日益增加
的学生人数等各个方面来看，这无疑是董、家、
教三方及社会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才让韩江三
校扎根屹立于这片土地上，继续发光发热。

韩江学校自百年前创校至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
顺的。不论是创校初期的先贤们，还是现今的董
事会，都是在团结一致下穿越惊涛骇浪后，一次
又一次的驶向更壮丽的未来。

韩江华文学校董事会，从来不畏惧各种挑战与困
难。即便两年前面对疫情的肆虐和兴建韩江华文
小学新大楼所面对的各种挑战，董事会依然坚守
岗位胼手胝足的解决问题，希望在圆融的气氛
下，托起一个又一个的绩效成果。这不但彰显了
董事会全体同仁的团队凝聚力，也体现出董事会
同仁对韩江学校和华文教育的支持和奉献。

董事会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
未间断的加大教育的投入。大家皆有目共睹，在
本会执行顾问丹斯里拿督斯里陈国平局绅的带领
和推动下，董事会运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让韩
江华文小学在校园的建设上取得了全新的突破。

接下来，董事会将会全心投入在韩江传媒大学学
院的发展大蓝图上。目前已有初步的设计蓝图，
尚待敲定部分的细节内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有关发展就会全面展开。在投入韩江传媒大学学
院的发展同时，董事会也会同步规划韩江中学。
董事会的最终目标是，一个韩江，三校并立，让
韩江三校在这片土地上成为最美丽的风景线。董
事会期望将韩江教育质量再创新高，将韩江教育
在迎合社会不断的改变下，逐步进步及发扬光
大。

当然，董事会也非常关注三校的师资阵容和力
量。因为再好的教育理念，是需要优秀的团队去
执行。教师的专业素质，对学生或者学生对学习
的态度和成绩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董事会向
来都非常欢迎优质的师资加入韩江这个大家庭，
以便能够共同为教育事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深信，只要我们坚持和共同努力，韩江的教育
事业就一定会开创一个新局面，登上一个新台
阶。同时，我希望韩江学校以2022年作为契机
年，再接再厉、不懈奋斗，继续提供办学质量，
创优质教育品牌，使到韩江学校向更高更好的方
向发展，为槟城，甚至是马来西亚的教育事业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韩江三校
会是 美丽的风景线

文：拿督斯里黄赐兴先生（韩江三校董事长）| 版：杨瀞涵（SE11）



文：江美利硕士 | 版：汪语譞（J2E1）、郭纹伈（J3E1）

“珍视母语，坚守华教，传承文化，
 追求卓越，迈向国际”

在马来西亚，创办华文教育实属不易，要守
住民族教育则需各方的团结、相互的配合

与坚定的意志，才能将母语教育发扬光大。

感恩先贤们为我们开创华文教育，把根留住。因
此，将华文教育代代相传是我们教育者的责任和
使命。迈入21世纪，科技日新月异，我们更要使
华文教育在时代的发展中稳固扎根，屹立不倒，
且与时并进于新时代中配以崭新教改方案，在
工业4.0之下孕育杰出人才，发展国家，造福社
会，继而弘扬华教。

·素质为首·

身为校长，本人由衷认为，所谓“教育”，非仅
在乎及执着于知识传授之多寡，而当以提升学生
全面素质为首要。为此，必须积极落实韩江中学
的办学宏愿及方针，致力推行“素质教育，培育
素质学生”的办学理念，同时亦肩负传承母语教
育之重任，以多元教育模式发挥独中的独特办学
优势，进而引导学生与世界接轨。

再者，本校将“育人为本”作为教育之核心，我
们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责任感、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并在德、智、体、
群、美、劳六育获得全面发展。有鉴于此，本人
长期以来积极营造具有人文素养的校园文化，于
2006年推动《弟子规》教育，发展至今推陈出
新，上升为韩江中学品格教育课程。作为领航
者，本人引领着老师们一同前进，我们坚信先成
人再成才，将来学生必能学有所成，服务社会，
为国家建设尽一份力。

·水滴石穿·

2021年4月6日，本人获槟州东北县教育局颁
发“2021年槟城卓越教师奖”，于4月8日再度获
得槟州教育局颁予“卓越服务教师奖”、11月份
获得董总颁发华文独中教育事业贡献届满15年
的“校长服务奖”。2022年5月再次以杰出优秀
的办学绩效获教育部肯定，于全国教师表扬会上
获颁“全国卓越教师奖”，成为全马首位获得此
奖的私立学校校长。这是马来西亚教育部和槟州
教育局对本校的办学理念及贡献所给予的肯定。

在本人初掌校时期，全校仅有771名学生，顿时
深感办学之不易。因此，不敢有所懈怠，凡事皆
亲力亲为，带领各行政单位策划校务工作、综理
校务、编制各项开支预算、主持会议、推动教改
及策划学校中长期发展计划。本人认为，若要推
动华文教育，董家教及校友的精诚合作尤为重
要，唯有得到各方鼎力支持与紧密配合，学校才
能不断进步及发展。为取得社会人士对华文教育
的认同，本人推动韩中教育改革，并成功提高教
学质量，重新为华文教育塑造新楷模。此外，为
将本校理念推至更广，本校进行多项招生活动，
包括到槟岛及外州的各所华文小学举办课程说
明会、考生讲座会及
小六生生活营等。同
时，我和团队亦远赴
泰国与印尼拜访当地
的小学并为他们举办
教育讲演会，让他们
更加了解韩江中学的
华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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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有计划的不懈努力，学生人数也逐年攀升。
至今为止，本校学生人数将近2000名。韩江中学
也成功从一所小型独中逐渐转型为一所中大型的
高素质独中。目前，本校90%以上的教师拥有学
士、硕士或博士学位；70%的教师则拥有教育专
业资格。本校已连续于2009年、2012年及2015年
成功获得教育部颁发五星级卓越表现奖。本人有
信心，把韩江中学的教育事业推至更高峰，并发
展成一所世界级的华文独立中学。

早在1996年，韩江中学便正式与国际接轨。当
时，本校与日本神丘中学缔结为姐妹校，开始
进行学生交换计划及两校互访活动。昔时，本
人是以教师身份来协助校方接待日本神丘中
学的师生。在升任校长后，便陆续与海内外
学府结为姐妹校，如泰国学校Srisawangvong 
School、Khunnatham Wittaya School、Thongsong 
School、Thasalaprasitsukasa School、印尼棉兰崇
文三语中小学、韩国Choong Ang High School、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实验学校，国内姐妹
校则有柔佛新山宽柔中学。本人认为，与国内外
的姐妹校联谊除了在办学经验能惠及双方，也能
彼此提供师资培训与进行学生交换计划。当然，
我们亦会与姐妹校联办各项文化艺术活动来拓展
师生们的国际视野。

为进一步推广华文教育，自2006年伊始连续十数
年，本校都会特别安排为期一周乃至一个月的海
外假期辅导班，以教导不谙华语的海外生学习华
语和中华文化。本校拥有宏观的办学理念，我们
热情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报读韩江中学。本
校海外生主要来自于泰国、印尼、韩国、中国、
香港、台湾、新加坡、英国、印度、尼日利亚、
澳洲、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法国、越南等国
家和地区，他们与本国学生一起学习中华文化和
接受华文教育的熏陶。这便是我们韩江中学的办
学特色，亦成功获得来自世界各国与地区的家长
对我们华文教育的认同和支持。

为了让学生们在韩中毕业后拥有更广阔的升学管
道，本人积极与世界知名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推荐许多本校的优秀生到世界各地深造，如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圣安德鲁斯大学、纽约大学、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国立台湾
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成功
大学等。本校的升学目标是100%，希望所有毕业
生都能够成功衔接高等教育。

·坚守华教，坚守理念·

本校十分注重学生对三语的掌握，尤其是华语，
因为华语是我们的母语，发扬华文教育是身为华

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校内，鼓励学生参加各项
有关中华文化活动以及华语语文赛事。如本校的
华语辩论队便在2020年全槟中学华语网络辩论比
赛获得冠军及最佳辩手奖，在2020年第22届福联
青全国中学华语辩论比赛(全中辩)荣获全国总冠
军及最佳辩手奖。这是自全中辩举办了22届以
来，槟岛的学校第一次在这项全国比赛中夺冠，
这份殊荣是槟州的光荣。此外，在国际赛中本校
华语辩论队也脱颖而出，于2021年荣获第七届亚
洲杯中文辩论锦标赛海外A组冠军。于2022年，
他们也获得了第一届槟州五独中华语辩论比赛的
冠军以及全程最佳辩手奖。

在落实本校教育理念，确保“素质教育，培育素
质学生”理念得以实现，以校长为首的教改团
队，首要的工作是加强教学品质，再通过电脑化
到云端的教学及行政系统，以提高教学及行政效
率。第一项教改是将传统教学提升为多媒体教
学，进而使用智能白板、E-Class为教学平台。
再到今天以网络教学（MOODLE和ZOOM）为主要线
上教学平台。特别是从2020年3月18日开始我国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实施行动管制令，学校关
闭，师生无法进行实体课，本校教师便使用网络
来进行授课，让学生居家学习，具体实现停课不
停学的理念。 

第二项教改是建立海外生的华文基础和会话能
力。本校规定所有不谙华语的海外生，必须修读
一年的语言基础班，主要是教导初级华文及华文
会话（16节）为主，再附加英文课（8节）及英
文会话（4节)。因此，本校的海外学生通常能够
在短短的3个月就会以简单的华语和老师及同学
沟通交流，他们也喜欢中文课，甚至到后来，他
们在华文掌握上比英文还强。海外生必须报考中
国汉语水平考试（HSK）。毕业之后，他们也会
选择继续到中国或台湾地区留学，并受到有关大
学的认可及录取。这是我们不遗余力地推广独中
华文教育的成果。

第三项教改，为了让报读统考的学生在毕业之
后，能够成功衔接本国私立大学和海外各大学的
课程，本人认为提升学生的英文程度是必要的。
于2006年，本人获得韩江三校董事会的批准，
耗资三十万零吉兴建韩江中学英语中心（Han 
Chiang English Centre），让学生更有效地掌握
英语及加强学生的英语会话水平。在此计划下，
本校学生的英语程度有明显的提升。于2021年开
始，本校也与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
签署合作协议，引进英国教师教导学生英语，让
学生的英语更加专业化。本校学生于2019年远赴
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参加世界学者
杯精英赛（World Scholar’s Cup ·Tournament of 
Champions）中荣获世界冠军、英语辩论队的学
生自2015至2019年参加精英大学国际华文中学英
语辩论比赛，连续五年都获得全国英语辩论总冠



第四项教改是为了提供多元化课程让学生和家长
选择，以及推广华文教育，本校除了提供统考
(UEC)及SPM课程以外，我们也附加开办剑桥国际
中学教育普通证书课程(IGCSE)。本人相信教育
是百花齐放的，每项课程都有各自的优势，让学
生能自主学习有关的课程。多元化的课程让大家
都有机会到韩江中学来接受教育。在统考课程
上，本校附加了美术与设计课程，令美术有兴趣
的学生有机会发挥所长。 

第五项教改工作是从2017年开始，韩江中学推
行创新科技教育课程（STEAM Education），成
为全马唯一一所将STEAM课程纳入正课的华文独
中。我认为现今时代是科技时代，掌握科技知
识是必要的。本校家教协会也积极寻找师资指
导STEAM课程，以期栽培学生成为工业4.0时代
的人才。2021年，本校创发学会的学生在“TGL 
Youth Industry E-Bootcamp”和“IOT Smart School 
Hackathon”的比赛中获得金奖。在2021年马来
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全国中学科技创新比赛
中，本校机械学会及创发学会的学生夺得亮眼成
绩，包揽冠亚季军。

·展望国际，推动环保·

校方鼓励学生走向国际，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及比
赛，以便开拓视野，增广见闻。这几年来，本校
学生在国际舞台上获奖连连，学科涵盖范围广
泛，如科技、数学、语言、科学，也有天文学等
等。于2019年，本校学生代表马来西亚到美国参
加乐高联盟机器人国际锦标赛（2019 First Lego 
League World Festival），一举获得机器人表现
奖冠军及最佳策略奖季军，扬威国际！另外，
本校学生邱永明同学代表我国参加国际天文学
和天体物理学竞赛(International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Competition)，在众多国家的精英
选手中脱颖而出，摘获金奖和马来西亚国际奖
(National  Award)。邱永明同学也在2019年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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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国际地球科学奥林匹克比赛(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Olympiad, IESO)、2020年新加坡与亚
洲学校奥数比赛（Singapore and Asian Schools 
Math Olympiad）、2019年国际青年数学挑战赛
(International Youth Math Challenge)等国际数学
比赛中获得金奖。学生们的卓越表现让校方引以
为荣。

本校除了重视学生品德、学术与才艺方面的提
升，同时亦致力培养学生们在绿化与环保方面的
意识。让他们明白除个人成就外，环境方面也应
该是他们需要重视的课题。本校很荣幸在2017
年荣获教育部颁发绿色学校(Sekolah Hijau)的奖
项。同时，我们也获得槟岛市政局颁发六星级环
保学校的荣誉。通过绿色学会的积极推动，本校
每年都会举办环保活动比如“绿意环境，“零垃
圾日”、“世界地球日”、“吃素、环保、救地
球”等，校方也在周会时灌输学生环保意识、教
导学生制作环保酵素、绿化地球，暖化人心等活
动。学生们的卓越表现让校方引以为荣。
 

·结语·

总的来说，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奠定在“育人
为本”的教育根本上。身为教育工作者，我们
更要努力坚持“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
学生的成人成才”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唯有踏实
的学习、真诚地落实、积极地奉献才能真正办好
教育树人的事业。经过多年来的苦心经营，本人
见证韩江中学的成长，让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校
门走进社会，成为社会的栋梁，就是我最大的安
慰。

本人将会用我无私的爱对待韩江的每一名学生；
用我的责任捍卫韩江的母语教育；用行动将校
务办好，以报答韩江的各位董事对我的信任与期
望。最后，我祝福韩江中学的教育事业“百年长
存，薪火相传”，学子鹏程万里，前途光明。



我曾出席一场学术颁奖礼，当主办方将奖状
颁发给台上一位获得11A的优秀生时，只

听见位于我身旁的本校学生随即发出赞叹之声，
眼神间充满着羡慕，然其一同观礼的母亲却与孩
子说：“你已经很棒了！不一定要成为最优秀
的。”我连声附和。接着，家长向我述说，每回
看见孩子在备考时日夜苦读，很是辛苦。如今，
孩子能有如此成绩，她已然觉得欣慰，并未有要
求孩子非要达到超群绝伦的水平。
 
坦白说，对于家长与其孩子说的这番言语，着实
让我有些意外。身在教务处十余年，接触过无数
家长，尤其是资优生父母，无不期望自个儿孩子
能出类拔萃，成为同届中“拔尖”的一位学子。
然我等皆知，所谓“状元”，仅有一位之空席。
芸芸学子中必有大部分人或因能力相距甚远，或
以微分之差而与之失之交臂，故而无缘问鼎。然
这并非表示落选之人就无其过人之处，中选之人
亦不过是学术上成就稍高一些而已，毕竟分数成
绩并不足以说明一个人整体能力。
 
为此，教务处长期以来一直提倡的皆为“进步”
二字，而并非“优秀”。目的是鼓励学子们不管
处于何等学术水平，必须以“进步”为前提。即
便是从一无所知，到一知半解，就该当被视为突

破，再从一知半解到融会贯通则是再进一步之体
现。这也便是为何，教务处别出心裁，在每新学
年与毕业典礼设立“学业进步奖”之缘故。不管
何人，只要学术表现有突破性进展，则颁奖以
示认可其进步。同时，此举即摆正了学生的学习
观，更可激起学生奋发之心。有了这样的一颗
心，才能使学生在漫漫学习征程中持之以恒，而
无有放弃之念头。而要做到“进步”，则必须对
学习抱有热诚，且对知识充满好奇。如此，才能
激发自身强烈的求知欲。
 
据多年来的观察，每每新学年开始数月，学生皆
个个精神抖擞、专心致志。然而当第一次期考成
绩未如预期时，有者便开始懈怠、有者则自我放
弃，一蹶不振。可课堂教学却会一直持续进行下
去，如学生的学习态度未有及时纠正、学会如何
调整自己的观念，学业只会逐渐落后。因此，学
习不该因一次的挫折而放弃，更切勿拖延怠慢，
否则吃亏的终究是自己。
 
随着我国逐步解封，学校全面复课，两年的线上
学习总算划上句点。期盼重返校园的学生们，能
够更珍惜且把握当下，吸取知识，努力进步，重
寻“遗失”两年的校园生活，回归在学校的最初
原点--学习！

文：林松锦师（教务处主任） | 版：张锦洋（C21）

回归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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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文：方益东师（训导处主任） | 版：戴少轩（J31）文：方益东师（训导处主任） | 版：戴少轩（J31）

疫情防控  , 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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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6日行动管制令伊始直至2022年4月
4日学生全面回到学校上实体课，期间的过程是
咋们彼此未曾有过的经历。而此种经历，不希望
再有下次。防疫阶段进入中后期，按教育部指
示，考试班的学生以及高中生陆续回到学校上实
体课；非考试班的学生则进行混合式学习方式学
习方式，即一周上网课，下一周则回到学校上实
体课。此教学方式的考量在于可以降低学生受感
染的风险，同时也让学生逐步恢复群体学习的生
活。

疫情之下，学校的管理，老师的教学，学生的学
习，家长的关注，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
老师从实体课与学生面对面进行教学活动，转换
成在线上使用Zoom进行网课教学，这突如其来的
改变是老师们在疫情前从未敢想过的，在这里不
得不赞扬老师的学习态度，勇迫于改变教学，从
白板到电子白板。在线上，每一堂课的课件准备
工作比起在实体课堂教学繁重。学校的经营者，
课室的教学者，甚至学生家长都体验了一连串的
变化，唯有彼此勇敢积极面对，相互鼓励，一切
将迎刃而解。

校方为关心居家学习的学生，于线上周会持续向
学生宣导如何与家人，其他学生在复课期间做好
个人防疫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家人和同学。此
举是要令学生明白时刻保持防护意识的重要性，
在自己成为确诊者或密切接触者时，学习如何积
极去。

返校后，学校训育处随即依据国家卫生部和教育
部当局所领章程，制定一套符合本校的防疫规
章。如设立监测站测量额温，使用手机程序软件
MySejahtera扫描打卡，再以消毒洗手液进行消
毒方可进入校园。凡身在校园者，全程必须佩戴

口罩，同时增加课桌间距，学生预订食物也需自
带餐盒，并在班上各自位子用餐。为避免放学群
聚现象，遂实施各年级分阶段放学，并且呼吁学
生配合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

新冠肺炎一般症状是发烧、咳嗽和觉得疲倦，其
他症状还包括呼吸短促、头痛、味觉或嗅觉丧
失、喉咙痛、鼻塞或流鼻涕，当返校生出现以上
情况或确诊，则待在家中自我隔离，病愈后方可
返校上课。确诊或隔离期间，学生在遵守卫生部
所颁布的防疫措施，时时检测之于亦将结果坦诚
上传至My Sejahtera系统，以居市民防疫之责。

对于新冠疫情的防疫安全意识,本是需要家长,老
师与学生,一起建立的共识。但事实是，人总在
感染事件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才会建立起防范意
识, 特别关注自身的卫生健康状况,配戴好口罩, 
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等。不论如何，这都是学
校，学生，家长共同携手面对、对抗新冠病毒，
保护自身健康的宝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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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我国开始实施行动管
制令，所有实体课搬上网，联课活动当然也不例
外。在2020年四月底，本校部分联课活动开始以
线上方式进行，并使用ZOOM作平台。因为尚在摸
索的阶段，网上联课开始进行时，学生、老师和
教练皆手足无措，也遇到许多问题，常见为网路
不稳定，其次是联系不到一些在国外的学生及准
备活动教材等难题。

基于首次进行，大家都需要适应期，也需要时间
接受线上网课的“可行性”。一部分家长认为线
上网课等于浪费时间，因线上有很多限制，很多
实体活动无法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但我认为只要
有心和坚持，还是可以找到方法。多亏一群很有
创意和坚持的教练和顾问老师们，不厌其烦地与
联课处携手解决网课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和局限，
才让线上联课越走越顺遂。

其中，创发学会、乒乓学会、排球学会、辩士
坊，在疫情期间依然积极参加各类线上比赛，为
学校争取多项荣耀；扯铃学会、合唱团、舞蹈社

“ 线上与实体夹杂的联课活动，
                                 只要相信，就能做到。”

文： 傅淑梅师（联课主任） | 版：蔡岳宁（J2E2）

在校庆庆典上呈献精彩的线上表演等。这些都是
大家的好榜样，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就这样，线上线下的联课活动断断续续，几经波
折，终于也撑出了一片春天。今年3月底疫情稍
见好转，在遵守防疫规则下，校方安排学生回校
进行实体联课活动。这是非常振奋人心和令人感
动的，在经历了约两年对抗疫病的抗争后，守得
云开见月明，一切真的好不容易。

对此，师生们都感到很欣慰。寂静的校园终于活
跃热闹了起来。虽然我们做到了所谓的“停课不
停学”，无法否认的是很多团体出现了青黄不接
和断层的状况，大部分表演团体、制服团体都必
须面对“重头再来”或“恶补”的状况。大家又
需要花时间适应实体课的挑战了。但是我相信只
要坚持不放弃，相信各个团体还是可以“东山再
起”。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直平坦，要学习如何
在逆境中坚持前进，心中充满希望和期盼并付诸
于行动，才是应有的观念和态度。

让我们，一起加油！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这这两年的品格教育课趋向生活化，但仍需要父
母的配合。记得有次我在线上给学生们安排

煮糖水的作业时，有位妈妈告诉我，她完全不让
孩子进厨房烹饪的，大儿子虽然已经18岁了，但
连煎一颗鸡蛋也不会。所以不晓得该家长是因为
孩子没有基本烹饪技巧而很自豪吗？我当下是很
惊讶且无语。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学家朱棣文教
授说：“很难想象那些只会念书，连煎蛋、煮蛋
都不会的孩子，会懂得怎么做实验。”所以应该
让孩子从小学会下厨。他说自己之所以喜欢下
厨，正是因为喜欢动手做一些组合、操作的事
情。

“动手做”是很重要的概念，朱教授说，美国教
育相当强调做实验，许多学生走进实验室后，自
然就知道各种器材的操作方式与应有的安全观
念，相较之下，中国学生可能会将实验目的、步
骤背得滚瓜烂熟，但走入实验室后却常常不知所
措。所以应该让孩子从小学会下厨，从中养成“
自己动手做”的习惯，也让他们的双手变得更加
灵巧。

且不说要求孩子们分担家务事有多重要，光是为
了“学习照顾自己”这个理由，做父母的也应该
尽量找机会调教孩子吧?否则，将来他们可能会面
临父母都不在家、自己租房子住、老婆回娘家、
老公生病了……等各种状况，若不懂得照顾自
己，只会依赖别人，不是很惨吗?所以说，会不会
做饭是能力问题，而做不做饭则是态度问题，没
有能力，何谈态度呢?告诉孩子：做饭绝对是他做
人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

文：张嫒殷师（生活辅导处主任） | 版：戴少轩（J31）

让孩子动手做家务

培养孩子做家务，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让他们从中
得到乐趣、得到成就感，要让孩子有主观能动
性，不能让他们觉得是在帮父母做什么，而是自
己觉得好玩，想要去做。一件事很好玩，做起来
其乐无穷，大人也会想去干的。而家务事中比较
有创意的，下厨做菜就算是一种。而朱棣文教授
甚至从中习得专注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时
期，我常在宿舍的冰箱里翻剩菜，拿仅有的材料
下厨，在有限资源中求变，这种经验、能力，对
解决我日后所面临的瓶颈，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人抱怨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是
当孩子要进厨房小试身手时，妈妈们却又舍不
得，老把他们往外推：“不用！不用！你给我好
好读书就好了！”久而久之，孩子们就更加不爱
帮忙父母下厨了，这多可惜呀!

家务太忙没时间和孩子多交流、沟通怎么办?让他
和你一起下厨吧!烹饪之道，说大了是一种生活艺
术，说小了也得是项生存技能，哪怕他只是做出
了一道步骤极其简单的凉拌菜，也是生命历程中
的一块里程碑呀!

平时，孩子吃家长
准备的食物，这
回角色对换，由
孩子下厨给家长
吃，孩子都很高
兴。这样简单一
个活动，能让亲
子感情更进一步。

感受生活中的丰富乐趣

教孩子学会照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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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CHIANG 
ENGLISH 
CENTR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late 2019 quickly 
turned into a pandemic, closing schools worldwide. 
Thank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CT, which aided in 
alleviat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OVID-19, teach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was fully synchronised with 
online learn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navigate this new reality. However, they 
not only cope with the crisis but also become better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to succeed in the wake of it. 
The activities were also steered online. It was a new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

In addition, Intel PC Pal Programme was introduced 
by Intel Penang in the year 2020, which connected Han 
Chiang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Intel volunteers 
through email.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found this 
project very fruitful as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Intel 
staff has improved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I hope Intel will continue to render its support.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teachers for educating and moulding the student into 
future leaders.

Madam Raginder Kaur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HCEC’s commitment to educational excellence 
is reflected in the progressive course structure, its 
professionalism in delivery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high standards of achievement
attained.

Our programmes are modelled on the 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UEC),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GCSE) and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EFR) UK. CEFR is a platform for learners to 
develop the necessary competencies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s to equip them with the relevant 21 st 
Century skills and being autonomous.

Flexible learning facilities coupled with online 
learning are our key features that provide a multi-
dimensional learning experience that hone their 
language skills.

Holistic approach towards languag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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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tingham - World Bank Economics Essay 
Competition 2021 was organi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This event was 
promoted via an online flyer to Han Chia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his topic covers economics and is of a higher 
difficulty level, the suitable candidates are from 
senior classes, especially economics and commerce. 
The students were given a duration of two weeks 
to complete their essay and submit it via email to 
the address stated above. Submission can be from a 
single author or jointly authored by a maximum of 
two authors and only one entry
per student.

Students had to adhere to the rules and guidelines 
prepa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where 
they ar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criteria:
i) Originality/creativity of ideas
ii) Structure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essay
iii) Depth of analysis and arguments

There were a total of two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competition. They are
a. Lee Francesca (181386) from CE1
b. Foong Hew Yeen , Chloe (214013) from CE1

Most of the students find it challenging to join the 
competition as the essay’s word limit is no more 
than 2000 words, excluding in-text citations and 
references.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their talent and apply their writing skills even 
though this was a challenging writing competition.

English Elocution competition is an annual 
event organised by Han Chiang High School. 

Han Chiang English Centre (HCEC) administers 
the event by preparing the relevant procedure for 
the event.

Students had to adhere to the rules and guidelines 
prepared by the Studies Department. Also, due 
to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students were judged based only on one round.

The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17 May 2022 
(Tuesday) and 19 May 2022 (Thursda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ategories: Category A: Senior 2 and 
Senior 3 students, Category B: Senior 1 and Junior 
3 students, and Category C: Junior 1 and Junior 2.
Judges for Category A and B held on 17 May 2022 
were Ms Julie Indra the Chief Judge, Ms Luisa
Anne Rodrigues and Mr Samuel Ong.

The judges for Category C, which were held on 19 
May, were Mr. Samuel Ong, the Chief Judge; Ms. 
Julie Indra and Ms Chuah Wen Yuan.

Winner, 1st Runner up, and 2nd Runner up of the 
three categories received trophies and certificates. 
Besides that, two consolation prizes for each 
category received certificates.

On behalf of Han Chiang English Centre (HCEC), 
we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respected judges who 
had taken their precious time to judge the English 
Elocu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teachers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ho have helped to make the 
event successful. We are grateful to Mr Lim Seong 
Gim (Head of Studies Department) who helped 
organise the competition.

Nottingham - Nottingham - 
World Bank Economics Essay Competition 2021World Bank Economics Essay Competition 2021

English Elocuti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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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学生安全
韩中安装韩中安装出入打卡机出入打卡机

为了全面了解学生对学习生涯的参与、出入
记录及动向，韩江中学提升设备，分别是

在英语中心、食堂、前排课室及宿舍安装了打卡
机，以便可以让学校有更完好的系统。

方益东副校长表示，安装读卡机是记下出入记
录，也提升班导师对学生的点名记录转为科技
化，这样可以加强效率及省时。行政管理也立即
得知教师及学生们的出缺情况，可以调整教授人
员，确保更有效地进行教学活动。而家长们也可
以通过eschool系统了解孩子们的出缺勤记录，
从而知道孩子们的动向，并安排接送时间。

方副校长指出，基于家长们过去已经多番想更快
更清楚知道孩子们的出席情况，同时校方也关心
学生们的安全问题，如发生意外事件，也可以快
速知道有关学生的去向及动向资料，所以采用最
先进，更有效率的方法记录学生们出入学校的时

间，让校方可以全方位了解情况，用最好的方式
让家长们放心及安心。

方副校长说，打卡机的操作方式很简单，只需要
把学生证靠近读卡机，滴一声，屏幕将会显示学
生的的照片和资料，因此读卡机会实验使用，以
便校方提升技术、改进错误、减低问题，让往后
全体学生们回校时能够更顺利进行。

方副校长也不忘提醒师生们关于校方的防范病毒
措施，“就是因为不知病毒在哪里，所以才要大
家都遵守和严守SOP，以降低受感染的风险。这
是大家都必须达成的共识，必须负起的责任。每
个人出门要佩戴好口罩，勿随意脱下，时时刻刻
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但是保护你自己，同
时也保护家人的安全。”Stay Safe, Stay Health，
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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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募 8 万捐献母校筹募 8 万捐献母校

韩江中学 68 年初中 /71 年高中毕业同学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傍晚 6时 30 分，于仙
景楼举办韩江中学 68 年初中 /71 年高中毕业同
学 50 周年金禧纪念联欢晚宴。这届的联欢晚会
的主题是“情谊永恒，光辉金禧”。

68 年初中 /71 年高中毕业同学 50 周年金禧纪念
联欢晚宴工委会主席蔡永涵感谢所有的校友出
席韩江中学 68 年初中 /71 年高中毕业班同学离
校 50 周年金禧纪念联欢晚宴。

蔡永涵感叹岁月匆匆，同学一别五十秋，今日再
聚分外亲，大家都特别珍惜五十年的同窗情谊。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疫情底下，大家还能健康地相
聚在一起，实在是非常感动。经过努力，这届的
校友成功筹得 RM80，000 捐献母校，用作韩江三
校发展基金用途。

为此，蔡先生感谢诸位校友对母校的支持，以最
实际的行动，延续韩江人饮水思源的美德以及对
教育作出贡献，让母校能够继续发展。

他带出这笔 RM80，000 的捐献可以当作抛砖引玉，
希望在疫情当下历届校友可以继续捐献母校。由
于疫情的缘故，所以今届的联欢晚会仅邀请同学
及家眷出席 ,无法邀请外宾及老师们参加联欢晚
宴。今天校友们能够出席这一场意义非凡的晚
宴，他感到格外雀跃。

江美利校长表示，韩江中学从 1950 年创办至今
已经走过了 71 年的岁月，多年来韩江中学坚持
弘扬母语教育的办学使命，立德树人，培育无数
的优秀人才。韩江中学不遗余力地为教育贡献，
履行教育的责任，即使是在疫情期间，校方也
善用科技教育的优势，实行网络教学，确保全体
学生在居家期间停课不停学。在刚过去的毕业典
礼 ,一共有 345 名高中生毕业。如今，韩江中学
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将近 2000 名，全体教职

员人数共有 120 名。学生在学术、联课活动及体
育都取得优异的表现。

江校长指出校方对教师专业化、学生的品格教
育、掌握三语的能力及学习科技创新能力给予高
度的重视。韩江中学能够成为一所优质的华文学
校，有赖先贤为华教的无私奉献、董事会、家教
协会、校友会、历届校友、教职员及学生的紧密
合作。江校长特此感谢校友对母校的关爱，毕业
多年仍然惦记母校，发扬韩江人饮水思源的精
神，回馈母校、报答母校。

韩江三校副总务拿督陈树楠先生表示，他对校友
爱校之心感到由衷的敬佩并致以崇高的敬意。陈
树楠透露，放眼马新社会乃至海外各地，华校直
接与韩愈挂钩而盛名远播的当首推韩江一家。因
此感谢先贤为文化教育的传承，先后设立韩江小
学、韩江中学及韩江学院。韩江学院在 2017 年
成功升格成为韩江传媒大学学院，韩江人引以为
傲。创校 71 年的韩中已培育了数万名的毕业生。
绝大部分在各行各业有极佳的表现，也在社会担
任各式各样的角色，不但给韩中的历史增添光
彩，而且也陆陆续续给予母校在物质和精神上的
回报，使到韩中在风雨中屹立不倒，在困难中挺
拔前进。

陈树楠感谢校友成为母校的中流砥柱，让董事会
更具信心为韩江三校策划更大的愿景。有赖校友
的支持和鼓励，深信韩江中学未来会培育更多人
才，坚持正确的教育理念，让更多华校生立足本
土 ,迈向世界。

出席的嘉宾有韩江三校董事会执行顾问丹斯里
拿督斯里陈国平局绅、韩江中学 68 年初中 / 
71 年高中毕业同学顾问许有利、财政朱春和总
务拿督陈显裕律师、工委会副秘书田丽福及副财
政吴金福。

韩中校友饮水思源爱护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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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届毕业典礼

本校韩江中学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中
午 12 时半举行了第 66 届毕业典礼。为了严格遵
守标准作业程序，我校结合了线上和线下的方式
进行。除了毕业生需要亲自到校接领毕业证书，
其他嘉宾以及毕业生的致辞则以预录的方式播
放。

活动开始之前，学生们在班上观看预录影片，等
候入场，随后便依照班级进入礼堂领取毕业证书
及奖项。下午 2时，颁发仪式正式开始。荣获最
佳服务精神奖的学生分别有黄胤睿、王晨炫、蔡
尚钲、洪瑜璘、王子瑶、黄煦恩、黄恺彤，林诗
韵以及徐千雅同学。他们都在各自的服务团体或
学会为学校尽心尽力地服务，值得我们学习。此
外，这届的毕业生在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
其中，邱永明同学在国内外数理方面的比赛获得
卓著的成绩。这包括了 2020 年及 2021 年的国际
天文与天体物理学竞赛（IAAC）金牌、2019 年
国际地球科学奥林匹克竞赛（IESO）个人铜牌和
两个团体银奖等等。同时，他也获得了本届的模
范生奖。

此外，来自 SE21 的李靖恩同学和 CE2 的白文聪
同学在华文辩论方面取得出色的成绩。他们和队
友在 2020 年全国大马福联青中学华语辩论比赛
和全槟初中华语网络辩论赛荣获冠军。在 2021
年亚洲杯中文辩论锦标赛中，他们获得了海外 A
组冠军，为校争光。

韩江中学校长江美利硕士表示，毕业典礼象征着
同学们已经完成中学的学业，即将迈入人生的另
一个里程碑。即使师生们无法齐聚在礼堂，但这
个典礼承载着韩江中学对毕业生的诚心诚意的
祝贺。江校长坦言，中学的教育不仅仅只是积累
知识，更要培养学生们拥有独立的人格，在求学
的同一时间不要忘了做人的根本。最后，校长愿
毕业生能拥有终身学习的态度，活到老学到老，
活出自己期待的样子，追逐自己的梦想，将来回
馈给社会和母校。

韩江董事长拿督斯里黄赐兴先生坦言，当他签署
毕业生们的毕业证书时，他为毕业照上每个同
学满怀信心的眼神而感到欣慰，相信他们在日后
一定能成为母校的光荣。今日你们以韩江为荣，
他日韩江会以你们为傲。拿督斯里黄赐兴先生指
出，虽然疫情已持续了一年多，但教师们依然不
辞劳苦地准备教材，确保学生们不会落下进度。

对此，董事长十分感激老师们对学生的付出，让
韩江继续传扬了“百年树人”的精神。董事长也
提醒大家，做人是做事的根本，只有做好了人，
才能做好事情。当踏入社会时，每个人都用心做
好自己的任务，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薪资待遇的增
加，同时也会成就每个人的人生。拿督斯里黄赐
兴促学生切不可忘记“笃于文行“的校训，人品
和学历缺一不可。希望毕业生离开韩江后仍能记
得母校对自己的栽培，并且把自己所学所知报答
给社会。

家教协会主席吴松文博士向学生们提出了三项
“希望”。第一，吴松文博士希望学生们在往后的
生活中更加勤奋，为自己的未来打拼。第二，希
望毕业生不要停止提升自我的步伐。随着时代的
改变，大家须不断地提升自我成长，不被过去的
自己定义。第三，学会感恩。在一生中，会遇见
许多贵人，其中包括了父母和老师。“前者赋予
了我们生命，抚养我们长大成人，后者将知识毫
无保留地传送给我们。”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韩江三校副董事长拿督斯里
方炎华颁发董总 2021 年第 4 届华文独中校长服
务奖予为韩江中学服务 15 年的江美利校长，以
表江校长长期奉献华文教育的精神。

出席今届毕业典礼贵宾的韩江三校董事部成员
包括副总务黄慧雄、副财政拿督朱章明、副调查
黄汉荣、董事李国祥博士及董事暨韩中家协成员
们。

董事长促勿忘

“笃于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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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江中学家教协会近期捐赠50台电脑予校方，
耗资近10万令吉,电脑用作教育用途。

家教协会素来热心于教育，关心学生的学习，
其中20台电脑赠送创发学会(Maker’s Club)，
旨在鼓励学生善用科技产品，多加学习科技知
识、应用程序(APPS)以及鼓励学生开发科技产
品。另外，韩江中学即将进行线上评估，以测
试学生在网课所掌握的知识。家教协会赠送30
台电脑给校方，以外借给家境清寒以及有需要
的学生，让学生顺利参与近期的线上评估。家
教协会的善举以及对韩江中学教育的支持，校
方、家长、学生深怀感激。

韩江中学家教协会主席兼董事吴松文博士表
示，由于疫情仍然严峻，行动管制令持续进
行，因此学生们依旧居家线上学习。电脑是网
课必不可少的学习配备，学生不能只是依靠
手机上课，因为学习进度和健康会都会受到
影响，希望家长及学生们关注这个问题。家教
协会为了协助校方解决学生所面对的网课问题
以及让学生参加将进行的线上评估，因此捐赠
校方30台电脑，以外借给有需要的学生，让学
生能够顺利应试，待线上评估结束后才归还校
方。

吴松文博士也表示，如今是先进科技的时代，
所以学生们必须掌握科技知识，将来毕业后

热心教育 关怀学生
韩中家协赠50台电脑予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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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衔接大学以及适应工业4.0的时代。韩
江中学是全马唯一一间把创新科技教育课程
(STEAM Education)纳入正课的学校,以期激发
学生们对科技知识的兴趣，让他们掌握科技知
识以及懂得开发应用程序(APPS)，成为工业
4.0时代的人才。

吴松文博士进一步指出，现代教育的最大优势
是学生们不只局限于课堂学习，他们也可以
通过网络学习。吴博士相信，只要学生抱着好
学、积极的心态面对网络教学，即可通过科技
资源增长知识。希望学生们快乐学习，健康成
长。

对于家教协会捐赠50台电脑予韩江中学的善
举，韩江中学江美利校长感激家教协会的厚
爱，对学生爱护有加，关怀韩江中学的教育，
让学生们受惠。家教协会斥资近10万令吉捐赠
电脑，不仅解决了学生在网课所面对的障碍，
也对韩江中学迈向混合式教学有极大的帮助。

江校长也提起由于学校的教学资源及设备充
足，再加上师生们已经适应线上及线下的教学
方法，故此待疫情结束后，校方将会采用线上
与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因此，校方感谢家教
协会对韩江中学教育的支持，推动本校“素质
教育,培育素质学生”的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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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学会创发学会连夺冠亚军

于2022年1月26日（星期三），本校进行了
2021年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全

国中学科技创新比赛韩江中学获奖学生颁奖典
礼。机械学会和创发学会共有67位学生出席此
典礼。此外，韩江三校董事总务拿督陈显裕律
师、韩江中学家教协会主席兼董事吴松文博士
和家教协会署理主席周永发先生也受邀出席。

在这项全国科技比赛中，荣获冠军的是来自
机械学会的马健哲、沈颉汶以及刘泓志同
学，他们科技产品“居家隔离者追踪手环”
（Quarantine Tracker）夺冠。其次，创发
学会的符敦靖及胡健林以“智能服务员”的科
技作品勇夺亚军。这项全国科技比赛的目的是
为了提高青少年对科技创新的认知，并且要求
参赛者发挥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多观察、多思
考，并且以大格局来创造科技产品。

首先，江校长恭贺各位荣获卓越成就的学生。
江校长也在此感谢顾问老师及专业的教练对学
生的用心栽培和办单位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这
15年来不间断地举办科技创新比赛，鼓励更多
学生们投入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的
领域，并鼓励学生研发新的科技产品。

校长表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74个队伍中脱颖
而出，离不开他们坚持长期学习科技知识，锻

炼他们拥有创新思维及学以致用的正面精神，
并从新冠疫情中衍生出的创作概念，结合疫情
当下和现今社会的需求，善用专业的科技和科
学原理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因此，实
用性极强并且独树一帜的作品获得评审团一致
的认可。

江美利校长分享道，韩江中学是全马唯一一所
将创新科技教育（STEAM Education）纳入正
课及联课的华文学校，同时本校也建立电子图
书馆（Digital Library），以便学生掌握数
码科技基础、应用程序、设计及研究科技产品
的知识。此外，江校长指出机械学会和创发学
会这几年来所荣获的佳绩，为校争光，也同时
印证了学生们的努力和付出。最后，校长希望
同学们经过比赛后，更加了解科技的重要性，
并发挥创意，学以致用，成为工业4.0的科技
人才。校方期待同学们日后有更大的突破，制
作更多让人们受惠的科技产品。

与此同时，本校的钟若晴、陈振伟和杨诗祺同
学也在Penang STEM 4.0（Grand STEM 2021 
Challenge（Chemistry）荣获第三名。

在结束之前，校方播放了在全国科技创新比赛
中获奖作品的影片。早上11时正，全国科技创
新比赛学生颁奖典礼圆满结束。

有志者 • 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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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匆匆，崭新的一年到来。为了传承中
华文化，本校于2022年1月28日（星期

五）进行了一年一度的新春联欢会。老师和同
学们都一同庆祝这欢乐又喜庆的节日。本校初
中三至高中三的同学回到校园进行这项活动，
而初一和初二的同学则采用线上方式参与。由
于疫情的关系，所以今年的表演节目以线上预
录的方式进行。当然老师及同学们都穿上了红
衣裳参加这次的活动。

本校于上午8时，在食堂进行由语言与文化学会
和华文科小组主办的挥春比赛。这次总共有47
位学生参与，并分成了三组，本地高中组、本
地初中组及初级组。比赛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
生中华传统文化认识及对书法艺术的兴趣。主
办方从这三组中挑选出冠亚季军。比赛时，同
学们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

今年的新春联欢会采用了线上方式让全校师生
们一同观看预录的影片。本次的新春联欢会以
何嘉航同学演奏的《芒种》拉开了序幕。在这
新春联欢会中,本校的许多团体都纷纷呈现了
精彩的表演。合唱团运用了他们悦耳的歌声表
演了《梦想动起来》；舞蹈学会以优雅的舞姿
演示了《喜迎春》，让这次活动充满了昔年的
气息;CV3班准备了他们毕业展的作品的预告
《Kampung Boy》;戏剧社带来了既可爱又精彩
的表演《武虎闹新春》;扯铃学会带来了《扯出

线上线下年新春联欢会线上线下年新春联欢会

18     | 校闻

春天迎新年》；舞美团也表演了又酷又辣的舞
蹈《非虎We are not tiger》；二十四节令鼓
则表演了《呼啸春节，鼓响校园》。

本校校长江美利硕士指出，韩江中学传承和发
扬中华文化，让传统节日代代相传。虽然疫情
仍然继续，但必须要学习与病毒共存，并且要
在心态上工作正面的调整。

最后，江美利校长特别感谢董事会、家教协会
和各地校友会，多年以来的教育支持，让本校
拥有完善的教育设备及硬体设施，让学生们在
优质的学习环境求学。

本校董事长拿督斯里黄赐兴表示这是在疫情中
过的第二个新年，十分感谢老师们以及支持韩
江中学的善心人士让韩江中学能度过一次次的
的困难。最后，在新的一年里将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困难，希望同学们都能勇敢的度过重重难
关，去完成自己在新一年的目标。

韩江中学家教协会主席兼董事吴松文博士在致
辞里用感谢、感动，感恩。感谢老师，家长及
社会人士的支持，让韩江在疫情中度过重重难
关。疫情使教师的工作面对挑战，师生们被逼
适应新常态的教学模式，但大家都坚持了下
来，师生完成了高难度的工作以及考试，实在
难能可贵。



历经了两年疫情的严重打击，所有活动与
节庆都被迫于线上进行。不过所幸的是，

近期疫情逐渐缓和下来，且随着我国标准作业
程序（SOP）的放宽，线上活动才有机会转换回
线下。于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本校终
于迎来了时隔两年后的线下教师节庆典。今年
教育部所定下的教师节主题是“Guru Tunjang 
Sekolah Sejahtera”意指“教师当后盾，学校有和
谐”。

此次教师节庆典分为两部分举行，初一的学生
进入本校体育馆参加实体教师节庆典，而其余
学生则在班上通过ZOOM平台观看直播。

董事长拿督斯里黄赐兴致词，他形容教师们为
辛勤的园丁，无论风吹雨打都细心地照料每一
棵小树苗，好让这些小树苗能够茁壮成长。也
感谢家长们的配合与协助，希望在未来日子里
能够一起面对挑战、为教育献上一份力量。

董事长不忘提醒每位韩中的孩子要更加努力和
用功地学习，不辜负教师和父母的期望，也不
辜负未来自己的前途。

他也恭贺江美利校长荣获教育部颁的教师奖，
为校争光。希望教师们也能够以江校长为楷
模，在未来争取更多荣耀。

江美利校长表示，身为教育工作者，必不断加
强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质量，培养新时代的
优秀人才。感谢槟州政府发放特别援助金高达
RM44400予本校的148名教职员。槟州政府对华
文独中的重视和厚爱，本校感激不尽。

文：蔡岳宁（J2E2）、吴欣恩（J3E1）| 改：陈昕渝（C11）| 版：郭纹伈（J3E1）

家教协会主席兼董事吴松文博士代表全体家长
感恩老师的关爱及奉献，感谢教师们的关怀，
使本校在教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感谢教
师们在这疫情的艰难时期依然不惧困难地为学
生准备教材，确保学生跟得上课进度。老师们
的付出，造就了韩中的傲人成绩。

吴松文博士也借此机会向江校长道贺，恭喜她
荣获2022年全国卓越教师奖，称赞校长的领导
能力及肯定韩江教师们的付出。

在进行敬茶仪式前，学生们播放了一段感恩短
片，感动了在场的教师们。令人惊喜的是，在
影片播放结束后，侯在体育馆外的学长和班长
接连进入并给每位老师敬上一杯茶，感谢老师
的付出。其次是张俊来老师及邹碧锦老师的荣
休仪式。两位老师被邀请上台发表退休感言，
他们教的各班班长也赠送了礼物与花束，现场
氛围温馨感动。切喜糕仪式更是热闹欢喜。

舞蹈社表演的曲目《苏公堤》更是让人回味无
穷，柔软优美的舞姿吸引了一众学生的目光，
令人眼前一亮。来自本校的合唱团表演了《献
给老师的爱》动听的歌声在体育馆内荡气回
肠，让人听得陶醉无比。流行乐团表演的两首
歌曲取得了现场学生们及教师们的掌声，乐团
的表演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一支由舞美
学会表演的《小微》更是让观众惊叹连连。舞
者们生动形象及优雅的舞蹈诠释了舞蹈艺术之
美。

教师的付出，照亮了学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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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往前走，但时慢时快，殊不知自己离退
休又进了一年。”本校张俊来老师于1989年

于本校服务，至今已有33年的教学经验。在这33
年的时光里，学校有着翻天覆地变化——从以前
的茅草屋、两人合用的破桌子和椅子、枯燥的学
习环境、几届校长的演变直到现在的课室内皆有
冷气、齐全的多媒体设备以及教师的教学水平提
升等一幕幕都呈现在他眼里。

成为教师的冲劲

1988年从大学毕业，刚好是国家经济风暴最严重
的一次。张俊来老师表示，那一次的风暴对许多
找工作的人来说都很困难。在机缘巧合之下被朋
友介绍到韩江中学担任数学和物理老师，心想教
了1-2年，待经济转晴之后便会重新回到社会去
做自己心心念念的工作。但谁知教师这份职业，
做着做着就喜欢上了。

转眼间便到了退休的年纪，张俊来老师感慨，尽
管退休的生活远比现在的生活更轻松，但还是会
有点舍不得。所谓后浪推前浪，现在的时代已经
是年轻人了的。老一辈人怎么也该放手了，现在
对张老师来说也是时候了。

感言

张俊来老师表示，退休对他来说如同另外一个跑
道。60岁的年纪如果还在平时的路上坚持是不
可能的了。他准备享受退休生活，然后去探望在
外国深造的孩子，跟他们一起生活。“虽迟但
到，只要努力尝试就一定会得到回报”。这是张
俊来老师想要给本校所有学生带出的人生建议。
此外，人做事情永远不要太高傲，所有事情也还
是亲力亲为最好。最后，张俊来老师想对所有在
韩中就职的同事们说：“所有事情还是健康排第
一。时时刻刻保持健康，教学方面也要永远保持
初衷。加油！”

Teachers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bumpy road 
ahead, and Ms Cheow Phaik Gim - one of Han 

Chiang’s most honourable teachers - has done her 
fair share in preparing the future. After working for 
33 years in Han Chiang High School, she will finally 
retire.

The Start of It All
Everyone has a motivation that drives them down a 
certain path; same goes for Ms Cheow, who decided 
to become a teacher since it has been her dream. 33 
years as a teacher is no joke, and for Ms Cheow, 
her students’ results kept her motivated. Seeing 
improvements in her students, big or small, gives her 
a reason to continue teaching; the care and respect 
she receives from her own students is also another 
reason for her continuous hard work in this field.

In The School
Since the very start, Ms Cheow has experienced 
many milestones throughout her years of work: from 
her personal life to the different students she meets 
on the daily. While teaching in Han Chiang High 
School for 3 decades, she has grown to love her job 
and the environment here. Likewise, everything has 
its ups and downs, but Ms Cheow adapts to every 
change that is thrown her way. Along her path, she 
fosters new relationships with her students, and 
adapts to her line of work each day. 

           To Her Students
Before she retires, Ms Cheow has a 
few words to share with her beloved 
students. For one, she hopes that 
they will stay safe during these 
trying times. She hopes that they 
won’t pressure or stress themselves 
out, because every problem has a 
solution. She encourages them to 
speak out when an issue arises, 
and to be more confident in their 
daily lives. Lastly, she wants 
them to appreciate those around 
them: family, friends, and 
anyone important. Ms Cheow 
hopes her students will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before she signs off. 

欢喜教师路
 — 张俊来老师

Painting The Future
— Ms Cheow Phaik Gim

文：谢宇淇（SE11）、吴欣恩（J3E1）| 版：郭纹伈（J3E1）



韩江三校董事长拿督斯里黄赐兴是于2022年6月3
日（星期五），中午2时正于礼堂所举行的韩江
中学教师表扬会上向全体教职员宣布好消息。

拿督斯里黄赐兴指出，教师表扬会主要是为了慰
劳教职员多年来的辛劳付出，教师们循循善诱地
教导韩江的子弟，职员们恪守己责，在背后默默
地推动各部门工作，董事们都知道教师们对教育
的热忱和付出。看到韩中在各种校内校外的比赛
中，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佳绩，也证明教师们的努
力和付出没有白费，更加证明教师们没有自满于
现状，而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提升自己，努力
让韩江中学再创辉煌。

他说，在韩江担任了11年的董事长，看到许许多
多在韩江中学服务多年的面孔。非常感谢教职员
们对韩江中学的爱与支持，彼此就像大家庭一起
学习，一同成长。也非常欢迎刚加入韩江这个大
家庭的新血，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向前辈们好好
学习，共同进步。

拿督斯里黄赐兴指出，接下来的日子中还会遇到
更多的挑战，还会有更多的难关等着大家去克
服。希望各位教师们能够继续努力，培育更多的
人才，把华教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扬下去。

江美利校长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因此教师
表扬会停办了两年，今年开始重办，要表扬及感
谢所有长年来为韩中贡献的教职员。特别感谢董
事会对韩中教职员的爱戴，并表扬教职员对学校
的服务贡献，也感谢家协理事们赞助RM4000给购

买礼物以作幸运抽奖，让教职员在表扬会上更添
热闹。

江美利校长指出，韩江中学推行素质教育以培养
身心健全的学生，这项任务是艰巨的，需要专业
的教师担当。特别是疫情期间，校方实行混合式
的教学法，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让教师的工作更
具挑战，同时也要兼顾学生们的身心健康，灌输
防疫知识及确保学生们遵守防疫指南以减低感染
率。教师们的爱心与循循善诱地教导，对学生们
的支持让他们在人生中获得强大力量，培育学生
们成人成才，并取得卓越的成就。

韩江三校董事兼家协主席吴松文博士感谢、感
动、感恩教师们的付出。在教师们亲切的关怀
下，韩中在教学取得长足的发展。学校贯彻全面
的教育方针，不断完善和完美教育模式，大力发
展素质教育。疫情确实使教师们的工作更具挑战
性，致使教师们不得不去适应接踵而来的新任
务、新教学模式。因此，家协成员们衷心地感谢
教师们在这个非常时期，能不畏惧困难，用比平
时多几倍的时间，为教学而献上自己的精力。

他看到韩中学生过去种种的标青表现，深觉感动
老师们的认真和努力、感动老师们忘我地投入每
个活动、每项教材背后的整理工作。因为教师们
的付出，韩中才迎来了如此傲人的成绩。踏入工
业4.0的时代，教师们须要更为灵活及多元，以
面对未来社会的多变性。虽然教育政策及内容会
随著时代推进而不断地改革及修正，但不论教育
的政策如何调整，教育的模式如何变换，教师在
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是永远不变的。

教师表扬会宣布好消息

“董事会了解到如今在这个物价高涨的通货膨胀时期，
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贬值，因此经过董事会多次的考量和讨论后，

决定调整韩江中学全体教职员薪金，让大家能够克服应付日常的消费需求和开支。”

拿督斯里黄赐兴：董事会决定调整教职员薪金

文：李振辉师 | 版：郭纹伈（J3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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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文博士也道贺江美利校长荣获2022年全国
（私立学校)卓越教师奖及教务主任林松锦老
师获得2021年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

韩江中学教师表扬会也颁发服务年资奖给予在
校25年、20年、15年、10年及5年的38位教职
员；也同时在学科卓越奖上奖励9位教师引导
学生在学术考试中获得全马和全球最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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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韩江中学教师表扬会的有韩江三校董事会
总务拿督陈显裕律师、副总务拿督陈树楠、副
财政拿督朱章明、董事拿督苏创兴、李国祥博
士；韩江中学家教协会署理主席：李国祥博
士、周永发、财政许志强、理事林志荣、委员
方伟伦及李恺蔚。

表扬会得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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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本校商美班的学生有个平台把三年所
学习到的成果展示出来，本校于6月11日（

星期六）至6月15日（星期三）的早上9时到下午
5时在韩江体育馆举行了第11届商美班美术与设
计科毕业展《Kampung Boy 2022》。

每一届的美术展都以英文字母的顺序作为主
题，希望美术展能生生不息，为我国培养更多
优秀的美术及设计人才。今年是第11届美术与
设计科毕业展，所对应的是第11个英文字母，
也就是“K”为开头。因此，今年的美术展以
我国的一位漫画家 Lat（Datuk Mohammad Nor 
bin Mohammad Khalid）的经典同名漫画作品
《Kampung Boy》为设计主题，望能借此推广本
地传统文化与艺术。同时，这也是在向第一位踏
上国际艺术舞台的马来西亚作家Lat致敬。

于上午11时，嘉宾们入席就坐。一踏进韩江体育
馆，就可以看到由商美班学生亲手搭建高达12尺
的3个竹帘，壮观不已。竹帘上画着豹、老虎等
动物。体育馆内有一个专门给来宾拍照的“打卡
区”，这里满满都是乡村气息。在嘉宾席前则有
由彩色小石子组成的孔雀迷彩图（Kolam)，引人
瞩目。接着，则是瑞狮团所带来的开幕表演。

第11届商美班美术与设计科毕业展的主席柯芊妤
同学表示，每一年的展览主题都偏向国外，今年
就选择了本地乡村作为主题。于是就选了Lat的
经典漫画作品《Kampung Boy》作为题目。

Kampung BoyKampung Boy
第11届商美班美术与设计科毕业展

她说，本次展览约有330件作品，种类包括了：
素描、想象画、水墨画、木帘、漫画、风筝、人
物设计、牛仔外套和木屐以及篮子。她表示，
这次一改过去以往的模式，选择以群体活动来呈
现。

江美利校长表示，同学们在展览中表现出了自己
灵活的想象力和对马米西亚艺术的热爱。这次的
展览将会提升大家对本地文化的认识及了解传统
文化的重要性。另外，除了在画纸上作画，今年
的展览更倾向于以传统器具如木屐、篮子及风筝
作为画纸。

董事长拿督斯里黄赐兴先生表示，学生们的作品
都很与众不同，令他觉得这不是一个美术班，而
是创造了一间艺术工厂。希望学生们的创作要达
到自己心里所设的目标。在灯光等的加持下，校
方把美术展提升到了符合商业化的水准。

在点火开幕仪式中，嘉宾们把火把点燃，祝福学
生们能为自己的梦想展翅高飞、前程似锦，同时
也把我国的传统文化及艺术传承下去。商美班的
同学也准备了时装秀，有些学生甚至兼职模特，
穿上并自信地展示自己所设计的衣服。为了跟上
年轻一代的脚步，本届毕业美术展采用录制影片
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来宾观赏了由商美班学生自
制的几部影片，从服装仪容，到剪辑拍摄皆由他
们亲手完成。影片播放完毕后，现场拍摄了大合
照，就可以跟随工委参观学生们的创作了。中午
12时30分，美术展开幕仪式圆满结束。

文：汪语譞（J2E1）| 改：杨瀞涵（SE11）| 版：杨瀞涵（S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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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商美班美术与设计科毕业展副主席陈泽轩
同学坦言，现场大多的作品都是以马来西亚乡村
的元素来创作，例如：篮子、木屐。这些都是鲜
少出现在现代生活里的传统物品。

另一位副主席林欣愉同学表示，为了不让这些物
品失传，他们在篮子，木屐等媒介上作画，尽可
能要求以手工的形式。由于今年美术展的很多作
品都是采用群体活动的方式来完成。过程中意
见不合的问题是难免的，但好在最后都妥善解决
了。

三位筹委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在面临分歧时，最
重要的是互相沟通，理解。听取全部人的意见
后，再选出最好的方案。筹备了近三年的美术展
成功举行，过程很长，付出了许多时间精力，他
们有时也累到虚脱，但看到家人朋友们过来参观
美术展，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比如他们在搭
建位于入口的12尺高的竹架子时，实验时失败了
无数次，最后成功架起来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欢
呼鼓掌。他们认为，若是没有父母、老师和朋友
们的支持、教导以及帮助，陪着他们奋斗到现
在，他们就没有今天的这番成果。最后，他们都
希望明年的美术展更有看点，主题可以抓住大家
的眼球，越做越好。

杜依芊（CV3）的母亲黄丽凤女士表示自己是第
一次参观美术展，并认为这次的美术展虽然是由
学生筹备，但是与商业化的画展并没有很大的区
别。黄女士对时装秀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因为每
件服装都有个人的特色所在。女儿在加入商美班
后，比较会打扮好自己。在筹备美术展期间，杜
同学非常在意每一次的影片拍摄，愿意牺牲与家
人出游的时间，只为了拍出一部令人满意的作
品。杜同学的妈妈坦言，在这三年里，女儿尽心
尽力地对待每个作品。她希望女儿未来可以朝向
艺术这方面发展，父母会支持她的决定。 

就读商美班的余修哲同学表示感到非常荣幸，因
为自己的作品可以被很多来宾看到。在创作时，
他需要时间去寻找灵感的来源。因此，他必须牺
牲时间去完成作品，这换来的是一场盛大的毕业
美术展，一切都是值得的。

余同学认为，此次的美术展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成
长步伐，每部作品都是经过不断地修改，达标
后，才能被展出。同时，这也意味着他即将要毕
业了。在商美班的这三年里，他学会了要对自己
有信息，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在此他感谢自己
的父母一直以来的鼓励，支持他继续就读商美
班。

来自CV3班的郭睿瑾同学认为，毕业美术展是她
高中三年的一个总结，见证了她这三年以来所付
出的努力。由于疫情，远在中国的父母没办法过
来，但是他们仍然会在她心情不好时开导她。对
于美术展能够成功举行，郭同学感到很兴奋，因
为努力终被看见。自己与同学们一起搭的竹竿，
期间虽有经历过失败，但好在最后成功给来宾们
一种视觉上的震撼。

郭同学在这三年里非常努力，没有因为独自一个
人在外地而颓废，放弃自己，而是慢慢适应环
境，给高中画上完美的句号。

身兼美术展的主持人与模特的曹宝瑶同学的父母
为自己女儿的表现感到十分开心且满意，因为这
也是他们第一次看女儿宝瑶走秀，在这之前就时
常看到女儿在房中练习。

他们对学生所展出的作品非常棒，每个都有发挥
自己的创意，尤其是木屐令他们印象深刻。他们
也希望女儿可以再接再厉越来越好，放开去尝试
自己喜欢的东西。

三年的 成果 终被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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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精英专业人才 
本校在6月4日（星期六）及6月5日（星期日），
上午8时至下午5时，于科学室举行STEAM课程。
这项课程由刘勖棣教练主导，并有两个班级学生
回校学习。

为了让初中一和二的新生也能通过实践STEAM课
程，多接触科技资讯、与时并进，学校就成立
STEAM Workshop。

但成立至今两年多来，STEAM　Workshop受到疫
情的打击而被迫延迟后，2020年只有高中理科班
有机会学习STEAM课程而已，今年终于能够重新
开课授学。

STEAM是刘教练的兴趣爱好，这是他当教练的推
动力。他认为STEAM能够创造很多惊喜的东西，
例如自动平衡机器人、线跟随机器人等，都是他
自己研究出的成品。不仅如此，STEAM也可以千
变万化，变成可穿戴在身上的徽章，甚至可移动
的机器型汽车等，因此让刘教练对此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当教练长达5至6年，是个经验丰富且资
深的STEAM教练。

刘教练在高中四时就是韩江中学的学生，因此对
韩江抱有很大的热枕。这也是他留在韩江中学进
行STEAM课程教学的原因之一。他也述说自己在
美国留学时的经历，当时他任何科目都进修，才
成就如今对科技非常熟悉的他。

在教授STEAM的过程中难免会遇上困难，刘教练

指出，学生对STEAM课程不感兴趣是教学上最
大的问题，因为那些学生觉得没有考试就不必
修这门课程。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学生不应
该为了考试而读，而是应该认真学习每一样课
程。STEAM是很重要的，在科技发达的现今与未
来一定会有所用处。

刘教练提到，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物品其实都有
STEAM的存在，例如汽车、冷气机、电脑等都是
STEAM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小看STEAM课程的重要
性。
刘教练对STEAM教育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成功教
出青出于蓝的学生，这种成就感是当教练的光
荣。看着所教出的学生对STEAM了如指掌，甚至
因此获得STEAM科技奖项时，刘教练感到非常欣
慰。

他希望学生们都能学习到STEAM的知识，并在生
活中应用。他不求学生们对他有任何的回报，但
希望学生们都吸收到STEAM这个科技的应用、懂
得变通。刘教练期待学生们能够利用所学习到的
进而明白如何改变和变化STEAM。

刘教练常告诉学生不要只懂得STEAM如何运作，
也要了解它的用意、变换法、制作的原因等。他
也一再地强调，STEAM课程非常重要，未来一定
会派上用场。因此刘教练未来会继续教授STEAM
的课程，只不过想要以线上的方式进行教学，因
为他认为学生在这种方式的学习上，会较有效
果。

文：蔡岳宁（J2E2）| 改：陈昕渝（C11）| 版：杨瀞涵（SE11）



26     | 荣誉

韩江中学学生在2021年统考及IGCSE（剑桥国际
中学教育普通证书）考试中大唱丰收，分别取得
耀眼的学术成绩。

高中统考共有170考生取得100%及格率，高级数
学、历史、工业英文及平面设计4科目也有100%
及格率，9位考生分别摘下7A及6A优秀成绩。而
IGCSE有178名考生，127名学生考获4A或以上。

而学生余律葳、朱亭箕、叶嘉杰、陈依雯与陈嘉
芸皆荣获7A的优越成绩；陈立心、董骏靖、黄梓
玮和刘柔婷也分别考获6A优秀成绩；余律萱、邱
世烨及陈春权也摘下5A；黄祖彦、许颖俐、张洁
敏和陈凯建也获得4A；陈彦蓉、陈夏翎、叶怡
君、黄胤棨、李佳忆、李明仪、吴敏绮考获3A佳
绩。

至于IGCSE各科及格率达到100%的及格率包括华
语（第一及第二语言）、马来文、英文（第一语
言及第二语言）、地理、历史、生物、化学、物
理、商业学、综合科学和经济学。

在IGCSE考试中，考获10A的考生共有11名，他们
是张轩睿、白文聪、朱芷仪、郭宇萱、吴芷莹、
邱永明、黎镇浩、萧里昂、杨奕轩、梁灵诗、符
敦靖。43名考获9A考生有蔡宛桐、赖章程、龙
敏仪、林佳宜、吴翰霖、李玮静、吴升铭、黄
恺彤、徐千雅、陈珍珍、蔡静沂、杨子毅、邝承
哲、林欣蔚、林诗韵、邱凯恩、邝幸仪、谢澧
皓、迪伟期、郑聪杰、沈永杰、张欣慧、林羿
妌、戴可歆、石育瑄、林捷颖、舒琼嫣、庄煊
滎、郭馨彦、黄欣敏、王舒庭、陈道恩、刘俊
谦、胡瑄恩、郭乙萱、庄淇雁、黄煦恩、林肯
立、黄迪琛、潘宇渊、庄可仪、吴韶恒、李靖
恩。考获8A的考生有胡健林、许佑浚、郭展岄、
陈品静、曾雪莹、翁嘉熙、刘千玮、杨直积、张

学恩、林献悦、黄袁义、黄浩哲、周保恩、杨立
循、伍彦淳、王筱萱、陈韦翰、邱易忠、李茄
荣、温嘉欣、王振阳、熊胤杰。考获7A、6A、5A
的学生则分别有21位、16位及12位。

当中邱永明除了考获10A之外，英文[第二语言]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Count-in Speaking])
成绩也称霸全球（Top in the world）；黄欣敏考
获9A之余，高数（Additional Mathematics）成绩
在全球冠军之列（Top in the world）；杨直积考
获8A，高数（Additional Mathematics）成绩同样
也是全球冠军之列（Top in the world）；黎镇浩
考获10A，化学（Chemistry）成绩是全马之冠；
陈珍珍考获9A，地理（Geography）成绩也是全
马之冠。

江美利校长对考生在学术考试中取得优秀成绩感
到欣慰，并赞扬学生在疫情的挑战下仍然坚持不
懈的学习，突破困境，抱着毅力和决心，坚持学
术的动力，才能有杰出的收获，表现卓越，校方
引以为傲。

江校长感谢教师们在管制令期间，仍然配合校方
实行“居家自主学习”的计划，积极地准备线上
教材，努力教导学生，关心学生，让学生跟上课
程进度，所以学生才能够考获标青的佳绩。学生
们的卓越成就有赖老师们的用心教导，让学生在
各学科都能获得非凡的成就，为韩中的学术成就
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江校长也感谢韩江三校董事会、家教协会、各地
韩江校友会组织，多年以来为教育的无私贡献,
不断地加强韩中的教学设备及教学资源、提升教
师们的教学质量，积极推动“素质教育，培育素
质学生”的办学理念。因此，学生们无论在学
术、联课或体育都取得卓越的成就，韩中的素质
教育成功栽培学生成人成才。

统考及IGCSE成绩耀眼
素质教育培育素质学生

文：李振辉师 | 版：郭纹伈（J3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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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CAS ENGLISH   DISTINCTION
 · ICAS SCIENCE   DISTINCTION
 · 陈景润中学数学比赛 CHEN JINGRUN’S CUP 2021
  NATIONAL INDIVIDUAL AWARDS-INTERMEDIATE 
  NORTHERN REGION-SIXTH PRIZE

陈睿绚

REGIONAL ROUND 
OF THE WORLD SCHOLAR’S CUP
100 MEDALS , 11 TROPHIES

2021年全槟华语即席演讲比赛 
殿军

陈双宁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GOLD

陈景润中学数学比赛 CHEN JINGRUN’S CUP 2021
NATIONAL INDIVIDUAL AWARDS-JUNIOR
NORTHERN REGION-THIRD PRIZE

谢欣洳
张米儿
ICAS ENGLISH   DISTINCTION

刘泓志
ICAS ENGLISH   DISTINCTION

陈昕妤

ICAS ENGLISH   DISTINCTION

版：郭纹伈（J3E1）

学术类

方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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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铜恩
8度空间好声FAMILY歌唱比赛
冠军

·2021年全国KPM-WFM青少年武术网络比赛

  南拳 - 冠军
  南刀 - 冠军

  南棍 - 冠军

·KEJOHANAN WUSHU MSSPP 2021
    南拳 - 季军
  南刀 - 季军

许展铨

· MCF-KUPTM NATIONAL HYBRID ONLINE INDIVIDUAL OPEON CHESS CHAMPIONSHIP 
 0PEN CATEGORY BEST U1600
· USM 27TH CHESS ONLINE TEAM OPEN TOURNAMENT 2021
  OPEN CHAMPION
· DAVID BAMBOO CHESS OPEN 2021
  2ND PLACE
· 300sec SAIFUL BLITZ OPEN CHESS TOURNAMENT 
  U18BOYS 1ST PLACE
· PERTANDINGAN CATUR PASUKAN MSSPP NEGERI DAN PASUKAN PELAPIS CIRCUIT 
  1ST PLACE      
· PERTANDINGAN CATUR PASUKAN MSSPP NEGERI DAN PASUKAN PELAPIS CIRCUIT
  2ND PLACE
· MSSPP PULAU 18TKB LELAKI 2021 BLITZ (PERINGKAT DAERAH)
  1ST PLACE
· MSSPP 18TKB LELAKI 2021 BLITZ (PERINGKAT NEGERI)
  2ND PLACE
· ASIAN CHESS FEDERATION 2021 EASTERN ASIA BOYS UNDER-16 TEAMS
  GOLD

林靖恒

体育/联课奖项

· MJAPP Virtual RG Closed Competition 2021:
 CLUBS - CHAMPION
 BALL - CHAMPION
 FREEHAND - CHAMPION

 HOOP - CHAMPION

· Kejohanan Gimrama MSSPP Peringkat Negeri 2021:
 CLUBS - CHAMPION
 BALL - CHAMPION
 FREEHAND - CHAMPION
 HOOP - CHAMPION
 INDIVIDUAL OVERALL - CHAMPION

陈奕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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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宇轩

蔡昳萍

卢微盛

· pertandingan kemahiran tennis 
 (berpasukan mssPP 2021)
 NAIB JOHAN

陶玮延
MSSpp 2021 PERTANDINGAN DALAM TALIAN
- SQUASH
JOHAN

pertandingan kemahiran tennis 
(berpasukan mssM 2021)
NAIB JOHAN

2021年第六届亚太少儿名画大赛
绘画 - 金奖
书法 - 银奖

李礼神

许芷玮
· MSSPP 2021 PERTANDINGAN PING PONG
 冠军

· MSSM 2021 PERTANDINGAN PING PONG
  KE-8

· pertandingan kemahiran tennis 
  (berpasukan mssM 2021)
 NAIB JOHAN



江美利校长继去年连获槟州东北县教育局的“卓
越教师奖”及槟州教育局的“卓越服务教师奖”
之后，今年再以杰出优秀的办学绩效得到教育部
肯定，于全国教师表扬会上获颁“全国卓越教师
奖(私立学校)ANUGERAH GURU CEMERLANG(SEKOLAH 
SWASTA)”。

在韩江中学担任校长16年，江校长积极落实韩江
中学的办学宏愿和方针，推行“素质教育，培育
素质学生”的办学理念，并成功于2009年、2012
年及2015年连续三届荣膺教育部颁发五星级私立
学校卓越评估表现奖。

江美利校长全力贯彻董事部的办学理念，全心带
领教职员及学生们达致素质教育的目标，培养学
生成人成才，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获得教育部
的认可，成为全马首位私立学校校长获得全国卓
越教师奖。

于2017年，韩江中学以多元化教育为方向，引领
学生开拓国际视野，与世界接轨，在办学上提
供多元课程以培养学生多元智慧及多方面能力
和才华。在董事部及家协的推动下，江美利校
长带领教师们将STEAM创新科技教育课程(STEAM 
Education)纳入教学中，设立电子图书馆及创发
科技室，让韩江中学成为全马首间增设创新科技
教育课程的学校。

在江美利校长、教师及教练的指导下，韩中机械
学会及创发学会分别在2021年大马中华总商会
(中总)全国中学科技创新比赛中获得冠军与亚
军，证明韩中科技教育的优异成果。

与此同时，韩江中学教师们也教导学生在科技、
语言、科学、天文学、数学等知识，并鼓励学
生走进国际舞台，自2015年派学生参与世界学者
杯盛会后，便连年传来丰富捷报，不管是在区域
赛、国际赛还是精英赛，韩中学生无不摘回一枚
又一枚金牌、银牌，甚至个人及团队奖杯。韩中
学生们在国际学术赛会中的杰出优异表现，为国
争光，让教育部大为赞赏，因此先后颁予江美利
校长“卓越教师奖”、“卓越服务教师奖”和“
全国卓越教师奖”以示肯定。

江美利校长喜悦地表示，得到教育部的认同，不
仅是个人的成就，更是韩江中学董家教所有成
员们的努力所得。往后团队们会更加齐心协力，
精益求精，提升教学质量，让韩中的教育迈向国
际，享誉全球。

江校长感谢教育部、槟州教育局和槟州东北县教
育局肯定韩江中学的办学成果，并于2019年获
颁“卓越教师奖”和“卓越服务教师奖”，到今
年2022年的“全国卓越教师奖”，给予她极大的
鼓舞，让她具有信心继续为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
贡献，用爱对待每一位学生、用责任捍卫韩江的
母语教育、用行动把校务办好，以报答董事部成
员们给予的信任与期望。

江美利校长表示，身为教育工作者，更要努力坚
持“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学生的成人
成才”为教育最终目标，才能办好树人的责任。
而多年来的苦心经营，见证了韩江中学的成长，
一年复一年的栽培学生走出校门，成为社会的栋
梁，是最大的安慰。

江美利校长    教育部颁发 获

—引领韩中学生傲视国际平台—

全国卓越教师奖

文：李振辉师 | 版：杨瀞涵（S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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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创新科学展摘金牌 

创发学会再攀高峰

文：李振辉师 | 版：谢宇淇（S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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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发学会于2021年7月17日参加印尼科学学会主
办的世界创新科学展（World Innovative Science 
Fair），成功摘获金牌，扬威国际。参赛的学生
是黄力宏、蔡佳缙和吴岳凯。

世界创新科学展（WISF）采用线上的方式进
行。这项展览的目的是提倡以科学的方式解决
问题。共有72支队伍参赛。本校在众多选手中
脱颖而出，摘获金奖的作品是“Aller Tect”(过
敏神探)。这项软件是为了帮助过敏体质的人筛
选食物过敏源，除了可以避免用餐者因忽略食
物的成分而导致过敏,也能帮助用餐者记录所摄
取的食物。

江美利校长对学生的卓越成就表示欣喜。创发
学会（Makers Club）是在2017年成立，目的是
要提供学生一个研发科技产品的平台，激发学
习科技教育的兴趣。本校也是全马唯一一所将
创新科技教育（STEAM Education）纳入正课
的华文学校，同时也建立电子图书馆（Digital 
Library），以便学生掌握数码科技基础、应用
程序、设计及研究科技产品的知识。江校长希

望学生保持对研发科技知识的兴趣，以便为迎
合工业4.0的时代需求。

创发学会的教练叶进博表示，学生在国际比赛
中获得优异的成绩，证明了他们的进步和努
力。叶老师希望学生们能够把作品进一步地优
化，并且将推出市面，让更多人认识韩江中学
创发学会的作品，让大众受惠。叶老师叮咛学
生要对科技知识保持热忱，积极参加更多的比
赛，再创佳绩。

创发的学生踊跃参加国内外的各项科技创新比
赛，并获得卓越的成绩。在2020 Youth Industrial 
E-Bootcamp这项科技创新比赛中获得第一
名、11月份和12月份举行的Smart School IOT 
Hackathon National及Kuala Lumpur Engineering 
Science Fair (KLESF) International Challenge分别
获得金奖及优秀奖（Merit Prize）。2021年7月17
日参加印尼科学学会主办的世界创新科学展(World 
Innovative Science Fair)，成功获得金牌，为国、为
州、为校争光。



2021成长吧！
东盟！

国际科技赛会

本校创发学会（Makers Club）的学生蔡佳缙、黄力
宏、黄渝恩和钟可盈于2021年8月4日（星期三）参加
由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亚马逊云计算服务平台及东南亚
国家联盟青年团联合举办的2021“成长吧！东盟！”
（Build On ASEAN 2021），并摘获铜牌，扬名海外。

这项国际科技比赛的宗旨是让参赛者思考如何利用科
技解决现代日常生活的挑战，提升人们的生活素质。
创发学会的学生在决赛中与马来西亚的三支队伍一战
高下，并在这次的比赛中不负所望，凭借防疫游戏作
品“远离吧，病毒！”(Go Away)摘获铜牌。

这项游戏是采用RPG制作大师MZ版的电脑软件制作。
游戏的年龄对象包括各个年龄层，游戏主题“远离
吧，病毒！”，宗旨就是为了灌输人们，尤其是儿童
和青少年关于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以及教导防疫的重
要性。游戏的玩法是通过完成任务的方式进行，玩家
必须与其他的角色保持一米距离、勤洗手和接种疫苗
等。

这款游戏的目的是希望儿童及青少年能够透过游戏的
方式学习防疫知识以及慎重看待疫情，以便降低染疫
的风险，懂得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及健康。游戏的
其中一项关卡是接种疫苗。游戏中设置接种疫苗的任
务，是为了呼吁人们积极接种疫苗以达到群体免疫的
效果。这款游戏最大的亮点是通过游戏的方式倡导防
疫措施和提高人们的防疫意识。特别是在这段疫情严
峻的时期，游戏的理念具备防疫的教育意义，这是一
项富有创意及实用价值的的游戏。

韩江中学江美利校长对创发学会的学生在这项国际科
技比赛中获得铜牌表示光荣。江校长指出，新冠疫情
仍然严峻，校方十分注重学生们的健康和安全，因此
经常灌输他们关于防疫的知识和重要性。创发学会的
学生发挥创意，学以致用，将防疫知识和措施制作成
游戏，让校方大开眼界。

江校长赞扬同学们出色的表现，并希望同学们继续努
力，再创佳绩。也感谢教练及老师用心栽培，让学生
成为科技人才。

创发学会摘获铜奖

文：李振辉师 | 版：谭宇洋（SE11）、杨瀞涵（SE11）
33     | 荣誉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晴雨。老师的谆谆教诲，影响了学生们的一生。
韩江中学有5位教师10年来为教育默默付出极多，引领学生成人成才无数。

张家银老师：“我记得教育这条路的最初”

一转眼就十年了。这十年，我依然记得踏上教育
这条路的最初。

感恩这一路陪伴的每一个你我他。从最初的摸
索，至今也依然在教育这条路上跌跌撞撞。一边
学习，一边成长。教育这条路并不容易，面对的
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教不严，师之情。如今教不
严，师之错。学中觉，觉中悟，然后慢慢地有着
自己的绝招秘方。

这10年，陪伴了无数的学生，走过了看似平凡却
有着不平凡的中学生涯，一起哭、一起笑、一起
闹、一起疯一起走过的日子，都是我在中学生涯
中最美好的回忆。他们教会我如何成为一名称职

当我收到2021年度“华文独中教师长期服务奖”
得奖通知函时，我深感无比的喜悦、荣幸和感
恩。年轻的岁月过得特别快特别充实，一转眼10
年飞霄而过。这个奖励代表了自己的付出与表现
得到了最大的认可。

国中教育背景的我，在一个机缘巧合下走进独中
并成为了独中教师的行列，让我可以在独中教育
体系中献出一份微薄的力量。回顾自己十
年的教学生涯，我觉得非常欣慰，因为
在写作的同时，并没有耽误教学。这

范柳卿老师： “将自己的全部智慧与力量奉献给教育事业”

韩中5教师走在教育10年路
获2021年华文独中教师长期服务奖

的老师。从他们的身上，我领悟了不是得到就是
学到的道理。每个学生都是考验我如何把事情处
理得事圆、理圆、和人圆。

这10年，也感恩同事们的一路相助和扶持，才能
有如今的10年。教育路上，感恩前辈们的无私分
享，教学的经验和协助，让我在教学的路上并非
孤单作战，并有着大家的陪伴同行。感恩这条路
上遇到的贵人，才有我今天的10年。最后感恩一
切的人事物疫情。当下教育的工作更加不容易，
但是相信只要有心，用心就是专业，我们绝对能
突破自我，做到最好。让我“疫”起同行，做到
最好，谢谢。

些年来，我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工作，我所任教的
语文成绩，多年来一直名列前茅。这一切，其实
都得益于读书写作，是读书写作作为我搭建做一
名好老师的阶梯，添加了我当一名优秀老师的自
信，成就了我当一名好老师的梦想。

当然，教学与网上讲课，的确也是非常辛苦的。
刚从事教学工作的那些年，人们对教师教学很难

理解，只能在黑夜里放牧自己对那颗对文
学无限幻想与憧憬的灵魂。获奖，是
令人激动的。我将把这份感谢与感
恩化作行动，将自己的全部智慧与
力量奉献给教育事业，激情逐梦，

勤奋敬业，努力做到更好！

整理：吴欣恩（J3E1）| 版：郭纹伈（J3E1）34     |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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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的平面设计师踏入独中教学生涯，转换的
间中其实也是挣扎了许久。因为时间编排的问
题，长期需要工作到半夜而令我有了转行的念
头。成为一名老师其实对於我的家庭背景来说并
不是那么的陌生。毕竟两位姐姐也是从事教育领
域的工作。然而，在独中的工作并不是想象的容
易。

独中的教育不仅仅只是教育人才，而是为了华人
的教育发展。刚开始的几年教学压力常常让我屡
屡的想放弃这份工作。前辈们的辅导和鼓励让我
自我调整了心态，而一呆就呆了十年。早期在独
中教国文，老师需要比学生多付出十倍的努力。
没有课本的我们需要寻找最齐全的资料来进行教
学。这也让我周末跑书局的习惯培养了起来。

从无到有的状态，其实也让我成长了不少。再加

王碧云老师:“我成为老师真的很棒”

非常感谢韩江中学这些年来的栽培及江美俐校长
的爱戴与付出，让我在韩江这个大家庭中快乐地
工作。当然也要感谢热心育的伙伴们这些年来的
指导与支持，让我在教学上不断提升。

不知不觉，在独中服务已有十年了，在这段教学
时光中让我感慨万分。见证了一批又一批从懵
懂、活泼、好动的学生们慢慢在学习及人生的道
路上有所作为时，心中默默地为自己当初选择这
份工作而鼓舞。每当看到孩子的成长及蜕变时，
我心中满是欣慰及感动。教书育人本来就是一份
不容易的工作，也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职
业。虽然如此，但我乐在其中，很享受与学生一
起成长、一起面对挑战的那份愉悦感，对我来说

郭仪莲老师：“期许未来走得更广更精彩”

十年一刻，时光荏苒，从来没想过会执教鞭的我，
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沿途
就是这么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箇中的点点滴滴，
酸甜苦辣并非三言两语可以形容。我非常荣幸和感
恩能获得此项荣誉，也感谢台湾侨务委员会和董总
等单位给予独中教师的鼓励和肯定。我感谢过去和
现在给予我鼓励和提点的校长、副校长、主任和同
侪们，才塑造了今天的我。人生的下半场，我希望
自己可以在教育的路上继续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做个闪闪发亮的教师。

李兆富老师：“冀续做闪闪发亮的教师”

上学校与董教总安排的各个讲座与课程，尤其是
辅导课程，让我更有能力去面对各种背景的学生
及更勇敢的去挑战自我。间中，我非常感恩董总
给予的各种机会，无论是课程，出题，出版到批
阅。不仅仅是能够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还更加
的让我肯定了这份工作，我能成为一名老师真的
很棒。

是非常美妙的事、更是一份神圣的工作。期许未
来我在教学路上走得更广、更精彩。

衷心感谢台湾侨务委员会及董总颁发的华文独中
教育长期服务奖，除了鼓励也是对我工作上的一
份肯定。我会继续加油，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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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 of Victory: 

Robotics ClubRobotics Club 

As technology advances rapidly each day, Han Chiang is not late to the trend with their very own Robotics 
Club where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develop, and build. With that being said, through the 
club’s constant hard work, their students have recently won an award, winning first prize;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glory and see the reason behind their success. The winners are Eiffel Sim Jue Wen, from J2E4, 
Low Hong Zhi from J2E1, and Mah Jian Zhe from J2E1.

Competition Aftermath
The unexpected achievement left the three students 
astounded and startled. The immediate joy and 
ecstasy came next. Eiffel Sim Jue Wen,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winning team, advises his juniors 
to seize any opportunity that they are given, and 
not give up easily. The winning team was very 
thankful and delighted to be able to win this award, 
shining as bright as they could. It is to be admired 
for their hard work, unlimited patience, practices 
and coaching, consistent learning, and expression. 
Along with winning their treasured award, they have 
also pushed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knowledge that 
they had to convey, and achieved a high amount of 
patience.

Behind the Scenes

Behind the stage is an infinite amount of work and 
effort from both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though 
online lessons can be tedious, the students’ immense 
interest still extends far and beyond. Through 
online lessons, students are under training from the 
coaches, carefully learning coding and designing. 
During mandated curriculum time of school 
hours, members of the Robotics Club take lessons 
regarding the concepts of science, math,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Building the robots piece by piece 
like legos, students were able to build functioning 
robots as well as run varying programs on them at 
many occasions.

Low Hong Zhi himself think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in the Robotics Club is exciting, as they are able to 
retain a handful of knowledge on robotics. As every 
year passes by, the club progresses, training towards 
higher goals.

Among Eiffel Sim’s reasons for choosing Robotics, 
one of them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is quite familiar 
with robotics since he has taken robotic classes 
before. He often builds robots for fun when he has 
time to spare. Considering how he is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such schematics, he finds that he is 
able to express his creativity in his build while also 
retaining precious knowledge. 

However, the successful robotics club we see now 
was once a place of tremendous conflict; a hero came 
to the rescue. Teacher advisor, Mr Chin Kai Leek, 
was able to build up strong bonds with students, and 
form a cooperative, award-winning team. As to that, 
the robotics club has made great improvements, and 
is continuing to win a large amount of awards; the 
Jewel to the Crown.

For the competition, students had to build and 
program a robot, along with coordinating their 
speech to convey their idea successfully through the 
video filmed. Easily weaving their ideas against the 
virus in their project, they were exhilarated to know 
that they explained their idea the best they could, 
even with their limited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The 
winning team had been practicing since the start 
of time and throughout the months of March to 
September before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ir efforts, 
it’s no wonder they 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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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Scholar’s Cup 
 Regional Round Champion

It has always been said that teamwork makes the 
dream work - a cliché saying that proves to be 
true. On 15th and 16th April of 2022, Han Chiang 
High School participated in the Regional Round of 
the World Scholar’s Cup, held in Prince of Wales 
Island International School (POWIIS); against many 
scholars, 15 of Han Chiang’s very own came back 
triumphed with 100 medals and 11 trophies. 

Among them, 4 students stood out: a dream team 
in the senior division - consisting of Estelle Sia Yu 
Qi from SE11, Samuel Phun Wei Xen from S1, and 
Yap Q-Ann from SE12 - as well as an emerging 
champion in the junior division - Wong Yeok Hei 
from J1E1. Yeok Hei and Estelle both claimed the 
School Top Scholar accolades in the Junior and 
Senior divisions respectively, emerging as the First 
Overall Champion Scholars of their own divisions. 
In the Senior division, Samuel and Q-Ann were not 
far behind, attaining trophies as the first, and second 
Champion Scholar runner-ups. As a team, Estelle, 
Samuel, and Q-Ann also obtained First Place 
Champion Team, scoring exceptionally in every 
event. 

Expressing astonishment, Wong Yeok Hei stated that 
she never expected to be able to win so many awards 
in her first year of participation. She emphasised her 
gratitude towards her teammates – who had helped 
her come through this journey – for being there for 
her and progressing together. Behind her striking 

achievements, at times she wanted to give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clashing with her exams. Though 
in a tight spot, she overcame these difficulties 
effortlessly.

As for Estelle, who has involved in this program 
for a while now, she was elated when she saw 
groundbreaking results at the competition. Her 
devotion to the program lasted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and in 2022, to participate again felt 
like a dream. She admits that balancing the World 
Scholar’s Cup and the rest of her life can be difficult 
sometimes, as she needs to work towards her own 
academic goals. Regardless, she feels that the 
program is worth the effort. With her teammates, she 
believes that things will work out and hopefully they 
will come out victorious in the Global Round. 

Likewise, Samuel Phun has persevered throughout 
the 2-year hiatus and was in disbelief at his awards. 
Describing the program to be unique and fun, Samuel 
dedicates time and effort towards this competition. 
Similarly, Q-Ann was startled and delighted to have 
won. Unlike her teammates, the pandemic took a toll 
on her mental health. Gaining back her motivation, 
she performed amazingly in the regional round. To 
balance out her studies and the program, she makes 
sure to sort out her priorities. 

In September, the Global Round will be commenced 
in Bangkok, and this year, the students hope to see 
new, improved results on the global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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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中夺首届槟独中华语辩论赛 

马逸恒摘下 最佳辩手奖
为了促进独立中学辩手之间的交流，不论是在时

事或政策方面，让学生们拥有学术思辨能力，
由槟州五独中基金会主催，韩江中学主办的第1届槟
州华文独中华语辩论比赛隆重举行。韩江中学、锺灵
独中、槟华独中、菩提独中和日新独中都派出辩论队
伍参与角逐。

决赛已在5月21日（星期六）上午10时完成，辩题
是“即世界未来更大的冲突是价值/资源”，正方为
韩江中学，反方为槟华女子独立中学，评审是陈沛
文、史轩豪与张志振。最终成绩为韩江中学以6比3获
胜，荣获冠军， 槟华女子独立中学是亚军的得主。
马逸恒同学更是一举摘下最佳辩手奖。在2022年5月
27日（星期五）上午11时，各校校长及辩论队伍师生
都积极出席在韩江传媒大学多用途讲堂进行的颁奖典
礼。

槟州独中基金会主席拿督詹绍莉表示，这项辩论赛是
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所主催的槟州五所华文独中共同
活动之一。比赛分别在5月13及14日进行了甲组和乙
组的初赛，5月21日则是决赛圈。初赛的辩题为《当
今社会应该/不应该提倡“断舍离”文化》；决赛辩
题为《世界未来更大冲突是价值/资源》。这些都能
引起现代人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的反思。

她透露，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将继续推动更多有意
义的活动，希望能让五独中的共同活动更加丰富、
多元，以推动五独中的发展。韩江中学校长江美利硕
士在致词上指出，近期哈佛大学所录取的六位马来西
亚的优秀生中，其中一位是辩论的能手。这证明了学
生不仅要有卓越的学术表现，也要重视自己的辩论才
华，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进入世界的顶尖学
府。

出席嘉宾有槟州独中基金会主席拿督詹绍莉、秘书刘
瑞贤、槟华独中校长廖静仪、菩提独中代校长庄意
添、锺灵独中林振耀老师、日新独中校长王桢文等。

今年已经是教练郑天立带领韩中辩论队的第三年，这
次的全新参赛队伍，要在三个星期内理解一些辩论知
识和技战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表示，辩手们的
比赛结果超出了目标，因为目标就是要进入决赛，虽
然表现还不够稳定，但大家都有进步。他透露，无论
是场上的判断，还是判断后的处理，整理攻防的能力
和描述例子的能力都需要大量的练习，更早地建立基
础。所以，他希望校方可以多支持学生参加高素质的
比赛，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而学生自身的努力，如在空闲时间观看和分析有素质
的比赛，同样不可忽略，因为机会永远留给做好准备
的人。

获得最佳辩手奖的马逸恒同学非常开心且激动，因为
这次是他带领新的队员一起比赛，而不是被学长姐带
着参加比赛，而且获得冠军。以往都是队友每个人都
会拿到单场的最佳辩手，但这次他拿下三场的最佳辩
手，进而成为全程最佳辩手。作为队内经验最多的辩
手，马同学引导队员们，给予自信和方向。通过比
赛，加强了总结能力以及战场梳理能力，但仍然有进
步空间。希望学弟学妹抱有学徒之心，认真练习。此
外，遇到问题时也要提出来，不要让问题从小变大。

初次参加校外辩论比赛的杨瀞涵同学说，当获悉获得
冠军后感到很开心因为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收获，但她
觉得自己还能表现得更好。由于初赛题目是双持方，
所以在转换立场时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和调整。这场比
赛让她有机会结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她很享受
和大家一起努力奋斗的过程。而辩论也建立了更强的
世界观，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任何一个事情，从任何
一个角度，都能寻找到新的突破，有助于解决生活上
遇到的问题，让她更有自信，有条理地表达内心的想
法。她感谢学长学姐们在兼顾课业的同时愿意陪她们
一起训练，也对教练所给予的点评和指导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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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潜水，体验海底世界的宁静与美妙，远离复杂又繁忙的城市。
虽然潜水很好玩，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

那么，让我们来听听拥有潜水的经验者说出自己的潜水经历吧！

潜水
文：郭纹伈（J3E1）| 改：杨瀞涵（SE11）| 版： 郭纹伈（J3E1） 39     | 专访

探索海洋世界的奥妙

本校刘美钫老师也是个
拥有数年潜水的经验
者，刘老师表示自己
2013年在马来西亚理
科大学（USM）读教育
硕士学位时开始接触潜

水。刘老师指出她喜欢海
底世界的宁静，在潜水时没有

吵杂声，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非常舒服。同
时，可以看到五光十色的海底世界，也能遇见
鲸鱼和鲨鱼，和它们一起在大海游泳。刘老师
觉得有时候在陆地上活累了，就到海里潜水解
压，暂时远离繁忙的城市。

刘老师还提醒道，在潜水时千万不能憋气，也
不要单独行动，无论遇到什么状况都不要慌
张，必须镇定应对。刘老师分享潜水前是需要
考执照的，基本的执照是“Open Water”，需
通过笔试测验和实际测验才能拿到执照。刘

原本只是抱着陪朋友的心态去学潜水的欣慧同
学，刚开始觉得在海里只靠一瓶氧气罐来维持
生命很危险，因此心里自然地产生了恐惧。在
第一次尝试了之后，她就慢慢地喜欢上潜水
了。潜水却是个不同的体验，潜入海里可以
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鱼和五彩斑斓的珊瑚。此
外，她还透露道潜水时最享受的就是水里的寂
静，因为能够暂时地逃离复杂的社会和环境。

为了以防万一，潜水出发前必须要检查所有设
备。她提及道，潜水也有利与弊，利是潜水助
于集中注意力；弊则是潜水会影响自己的耳膜
和肺部，不能超过自己的极限。根据国际的标
准潜水是需要证件的，可是现在有很多旅游胜
地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就忽视了这一点。但是，

常欣慧

刘美钫老师

2009年毕业生

为了自己的安全和更
了解潜水，她还是建
议事先去潜水学校上潜
水课，之后学校就会出
证。

不仅如此，欣慧同学指出在海里潜水时，除
了紧急情况以外都不可以取下面罩和呼吸
管，以免窒息，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氧气
量。凡是所有生物只能眼看手不动，为了自
身的安全和保护大自然。她透露道，她通常
都和朋友一起去潜水，从中便认识了许多潜
水的新朋友，也让她有机会去探索海底世
界。由于潜水经验不长，加上疫情的影响，
她还没有机会到外国体验潜水。

老师透露道她通常都会和同事或潜水的朋友
一起去潜水，曾经一起去过停泊群岛（Pulau 
Perhentian）、热浪岛（Pulau Redang)、刁曼
岛（Pulau Tioman）、菲律宾和泰国。

除此之外，刘老师还分享了自己最难忘的一次
潜水经历是在泰国的一次4天3夜的潜水旅行。
当时的住宿是在船上，早午晚一天潜水三次，
非常好玩也非常过瘾，从而也认识了很多来
自各个国家的潜水朋友。刘老师表示自己没
有想过会去考潜水执照，2014年考了“Open 
Water”,2017年再考“Advanced Open Water”
的执照。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更深入的探索海底
世界。自从考了潜水执照，每一年都会去潜水
至少一次，让自己放松，解压。此外，她很享
受每次去海岛的日子，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是
很舒服的。最后，她希望疫情可以早点结束，
在不久后便可以重返海洋。

“在陆地上活累了，就到海里潜水解压，暂时远离繁忙的城市。”

“感觉自己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看到另一个自然创造的美丽世界”



“独立是女生最好的铠甲”—谢枟谘

为了想了解异国风情以及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谢枟谘于2020年9月决定远赴爱尔兰留
学。她目前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 (Trinity College Dublin) 修读医科。课程将为期5年。
她表示，生物老师曾经上过简短的解剖课，激发了她对人体器官与生物学的兴趣。

留学申请准备过程

谢同学透表示，在选择留学的国家之前，她对
比了在各国的生活费，以及对各个大学进行研
究。与父母谈妥后，再通过代理机构报名。代
理会专门为进爱尔兰大学就读医科的学生提供
援助和降低留学费用。由于医科的课程比较
忙，每天都上课，做实验等等，较难做兼职。
相比于其它科系，医学生获取奖学金的机会不
多，但她透露她有在准备明年的奖学金考试。
另外，学长学姐们都很热情，向她介绍了住
宿，交通，银行户口，电话卡等生活方面。所
以，整个申请过程都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困
难。

至于申请标准方面，每个科系都会有不同的要
求。而爱尔兰一般都会要求另外的英语考试成
绩，例如雅思，托福等。在她看来，英语的掌
握对出国留学很重要，因为现在大多数欧洲国
家都以英语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在沟通和上
课方面，英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
沟通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想表达的东西清晰的传
达给另一个人，并且理解他人说的话，就足够
了。除此之外，论文和考试等等也避免不了要
使用英文来作答。

充满艰辛又快乐的留学生活

她坦言，到达爱尔兰时，发现周围都没有高
楼大厦，最高的建筑物只有10层楼；当地最
高的温度只有15度，与马来西亚恰恰相反。
据她所知，爱尔兰的食物并没有像马来西亚
那么多样化，反而是饮酒文化更普及。

疫情肆虐，由于她读的是医科，所以还是少
不了实体教学，例如解剖课、生化实验课等
等，因此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得去大学上课。
谢同学透露，在家除了上网课和自习之外，
她也会以画画、做瑜伽、烘焙以及看电影来
填满空闲时间，充实生活。

在出国留学这段时间里，她认为自己不是最
幸运的那个。她遭遇了种族歧视，打劫等各
种事件。但是，她并没有对爱尔兰人套上不
好的印象，因为大多数的人还是很善良友好
的。她认为一般上种族歧视发生的原因是一
个人对于另一个种族缺乏认知，没有打破原
有的刻板印象，才会发生的问题。她做的就
是保护好自己，避免受到肢体上的伤害，安
全第一。这时，家人与朋友成了她不可或缺
的精神支柱。

对于出国留学而言，独立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条件。谢同学脱离了父母的照顾与陪伴，生活
起居、支出预算、各种琐事都必须自己去承担
和解决。但是，出国留学也让她更深入了解了
他国文化，开阔了眼界。身为马来西亚华裔，
她掌握了中、英、马三个语言，这对当地人是
一件很意外的事情。

有挑战也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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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一人在外，使她多了很多独处的时间，更
认识了自己并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还要独
立。此外，身处在异国他乡，她很是感谢先贤
当年对马来西亚华教的贡献与付出，因为许多
来到爱尔兰生活的中国人都不会说中文了。爱
尔兰学校在选科方面较为自由，大家都可以选
择自己有兴趣的科目。



文：蔡岳宁（J2E2）、郭纹伈（J3E1）| 改：陈昕渝（C11）| 版：郭纹伈（J3E1

角色扮演 Cosplay
也是一种流行文化！ —陈彦颖

什么是角色扮演（Cosplay）？
角色扮演就是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及化妆搭配等扮演动漫、游戏中人物角色的一种表演艺术行为。

让我们来看看即使面对流言蜚语，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热爱的毕业学生陈彦颖同学说角色扮演的经历吧！

角色扮演爱好者是本校2020年毕业生陈彦颖，
开始时只是对动漫产生兴趣，在一次童军活动
的机缘巧合之下就喜欢上了角色扮演。步入初
中三时正式投入角色扮演这个兴趣。

最初想要扮演角色时许多人都感到错愕，虽然
母亲无限量支持，不过父亲不太能接受。彦颖
同学明白家人担心学业等方面的问题，但还是
坚持继续追求自己的爱好。她身边的朋友觉得
讶异且无法相信宁静的她会参与类似的活动，
但也接受了这个事实。有时也会向她借服装、
帮忙化妆、请求带他们到动漫展认识新朋友。

彦颖同学指出，想要扮演好一个角色，就必须
根据要扮演的角色来决定裝扮。如果能够扮演
与原著越接近越好。角色扮演的妆容，技术含
量非常大，得慢慢学习，例如：角色的眼睛即
大又圆，就得想办法把自己的眼睛弄得一样。
在服装方面，由于动漫的市场逐渐扩大，大部
分商家都有大量地贩卖各种角色扮演的服装。
不过，太复杂或太普通的服装就只能自己动手
制作。她也对大众的误解解释道，角色扮演绝
不是拍照与穿衣服这么简单而已。化妆通常就
耗时1小时，而复杂的服装偶尔会有不方便等
的问题。

面对不理解角色扮演人士的恶评，彦颖同学选
择不理会。她认为外人不理解她、看图说故
事，所以不必做出任何举动。即使自己出外参
加活动时没有人出来辱骂她，不过她的朋友曾
被外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辱骂“恶心”。在网
上，她偶尔会收到嘲笑及讨厌的留言。乐观的
她一笑而之，觉得嘲笑者纯粹没有才华，对角
色扮演没有兴趣而已。当面对狠毒的恶评时，
她会毫不留情地删除，不想浪费力气与时间回
复。另一方面，即使身边的人还不能接受，但
她会尊重他们的想法，知道角色扮演并不是每
个人喜欢的活动。

她鼓励那些对角色扮演有兴趣的人，想要尝试
就去试，即使一次不太好，但只要有心、时
间、金钱能力及一点运气就能成功。他们也可
以在网络上寻找讯息，学习如何化妆和制作道
具。角色扮演主要是一个玩得开心，能与朋友
一起制造一些难忘回忆的一项活动。

角色扮演并不只是众人表面所认为的穿衣服，
打扮得非主流像是在玩而已，但是对于扮演者
而言，扮演一个角色更是像给一个漫画或者动
漫中的角色添加更生动的灵魂。

 -无视恶评，做自己-

-勇于尝试热爱-

-梦想的最初-

-怎么扮演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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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

·育人是教师的使命，最重要的是做好这份工作，把学生教好·

于2021年10月31日，本校华文老师兼教务
主任——林松锦老师，在“吴德方华文

教师奖”的84人提名名单中脱颖而出，荣获 
“2020 / 2021 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
奖”。凡我国小学、独中、私立中学或政府
中学之在职华文教师，且拥有10年教学经验
者便可提出申请。

对于获得此奖项的林松锦老师表示其感到喜
出望外，他未曾想过自己可以脱颖而出。毕
竟独立中学只有一位得主。与此同时，他也
提及道，在申请过程中花了不少时间整理自
己的资料，当时确实希望自己能得奖。之后
却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延后公布日期。渐渐
地，自己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直到接到同事
的信息时，才得知自己获奖了，也算是一种
惊喜。

林松锦老师指出这个奖对于他而言，是一项
肯定，更重要的是提供自己一个机会来检讨
自己，回首过去的不足且鞭策自己可以更进
一步。林老师认为，选择成为一名教师并不

——林松锦老师

文：郭纹伈（J3E1）、吴欣恩（J3E1）| 改：陈昕渝（C11）、杨瀞涵（SE11）| 版：吴欣恩（J3E1）

是为了要得奖。育人是教师的使命，最重要
的是做好这份事业，把学生教好。同时，林
老师也透露道，自己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具体
目标和设想。随着年代的变迁，教育制度也
将随着改变，身为老师，就必须要存有敏感
度和接受度，努力学习与改善自己的教学技
巧，迎合时代的改变。

任职年份只有17年的林松锦老师，是得奖名
单中教学时间最短的老师，林老师表示累计
越多年的教学，经验自然更丰富。对他而
言，不管任何职业，能够坚守十年以上已属
不易，而17年的教学经验使获得的评审的青
睐，是幸运的。对于得奖后最想感谢的人，
在此林老师最想感谢父母、校长和巫副校长
的推荐、韩江中学的全体老师、教过他的老
师们、他的学生们和主办当局。

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都说一位好老师，
胜过万卷书，感谢林松锦老师对学生们的教
育之恩，也希望我校师生能成为更好的自
己，为吾校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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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的梦想
中国的一位企业家郑观应曾说过:“学校者，造 
就人才之地也，治天下之大事也”。为了成为一
名有优秀志愿的人，江美利校长年轻时候的梦想
便是想要当一名教育工作者。在1991年，江校长
毕业之后，成功地进入了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修读
社会科学系。1996年凭借自身的努力取得学士学
位。江美利校长欣慰表示，由于自己非常喜爱教
书育人的工作，对教育也充满期待及热诚。因此
在1996年便决定到我校执教，负责教导高中国文
科及先修班会计学。之后，江校长担任起了马来
文科主任。2001年1月被提升为副教务主任。同
年5月，江校长再度被提升为教务主任并负责研
究教学课程进度及策划教务工作和带领各学科主
任，提升教学质量及考试成绩。为了加强对教育
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江美利校长于2002年到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攻读教育系硕士学位课程，并
在2004年取得硕士学位。两年后的1月份，她正
式晋升为本校第15任校长，持续至今。

坚持成为韩中校长的动力
校长江美利硕士能够一直努力并坚持到现在，是
源于自己从年轻时就拥有了伟大的目标——为
教育奉献及传承华文教育的决心。在我国，办教
育不容易，创办华文教育更不容易。因为他们要
守住民族教育更需要各方的团结、相互的配合和
坚定的意志，才能将母语教育发扬光大。江美利
校长很感恩先贤们为华人开创华文教育，把根留
住，因此将华文教育代代相传是身为教育者的责
任和使命。当然，教育工作者们更要使华文教育
在时代的发展中稳固扎根，屹立不倒，且与时并
进。

成为一名好校长的主要条件
她认为身为校长，时时刻刻都必须具备教育专业
学历背景及能力，懂得学校教学、教育和行政
管理工作、担当能力、结合教育理论及实践经 
验，并且对教育持有热忱和奉献的心，才能够使
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将华文教育越办越好。

校长说道，拥有教育的宏愿与愿景，同时履行传 
承教育的使命，培养学生拥有良好的品格，以育 
人为本，引领学生走向世界并提供学生们高素质 
教育，让学生们成人成才。校长是学校的支柱所
以江美利校长时常都会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自
我增值以及进行各项国际教育的交流，因为这样
才能带 动教育革新，站在世界的最前端。

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担任本校校长这么多年以来，她看见一届又 
一届的学生为自己的人生和青春挥出了汗水和
精神，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在课外活动上都为自
己为本校创出可喜可贺的佳绩。其中，最令她
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是2019年，本校的机械学会
赴美国休斯顿(Houston)参加乐高联盟世界锦标
赛(World Festival First Lego League)摘获“Robot 
Performance”冠军和“The Best Strategy Award”
第三名。江美利校长分享道，每次回顾影片，见
到评审高喊冠军队伍是“Huntsman”之际，学生
走上台挥动国旗和韩江中学的校旗那一瞬间，让
马来西亚的国旗飘扬在国际的舞台上，这份获得
成功的喜悦，让她印象深刻，且欣慰。

学校对未来的规划
为了能让本校在未来有更良好的发展，江美利校 
长希望在韩江三校董事会、家教协会、全校教职
员、家长及学生的互相配合下，让本校未来发展
成——所世界级的华文独立中学。她表示，本校
会继续提供高素质的教育，让本校的毕业生进入
世界最顶尖的大学深造，竭尽所能为国家培育未
来的栋梁。从建校至今，本校都注重学生的品格
教育，也不断提升教学品质以提供更优质、更多
元化的课程和联课活动，打造更多具备综合实 
力的优质人才。江美利校长呼吁本校学生需时刻 
铭记并谨遵创校人林连登翁“百年树人，万古长
存”的伟大教育宏愿，以便可以造福莘莘学子， 
教育薪火代代相传。最后，江美利校长希望本校
的教育事业能够扎根本土、放眼国际，成为一所
世界级的华文独立中学。

守住民族教育，
把华人母语发扬光大

—江美利校长

文：吴欣恩（J3E1）、蔡岳宁（J2E2）| 改：杨瀞涵（SE11) | 版：郭纹伈（J3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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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me and its Player
—Lim Jing H’ng

Personal Life
Since a young age, Jing H’ng has always been 
involved in chess, being introduced to it at 4 and 
beginning to play competitively at 13. His chosen 
curricular activity since primary school has been 
chess and still is today. The sole reason for his 
continuous involvement in chess stems from how 
unique and one-of-a-kind the game is. He finds 
that every single match is different and that it is 
basically impossible for two matches to be the 
exact same. Although he barely participated in any 
competitions in primary school, he eventually got 
hooked onto chess after an in-school tournament 
piqued his interest. 

Learning Process
Although Jing H’ng outperforms himself every 
time, he states that the learning process was 
difficult and that it had been a long journey for him 
to be able to stand among the best of the best. He 
sees chess as a logical game, relying on pure skill 
and no luck; a single mistake could cost the entire 
game, so he makes time to prepare and practice. 
Being competitive and passionate, he trains with 
two coaches, who help him to improve. With so 
much practice, he slowly moves up the ranks from 
just a school player to the top-5 in Penang, and now 
the top in the country. This year, in 2022, his focus 
is mainly on studying due to his IGCSEs. Despite 
this, he still trains in chess, and plans to participate 
in large-scale competitions. 

Throughout his entire journey in chess, his parents 
have been supporting him from the very start of it 
all. His parents had helped him find his coaches, 
as well as constantly encouraged him to take part 
in any tournaments they came across. His parents 
also take time off to help him sort out competition 
details and transportation for certain tournaments. 

Achievements
From 100 competitions comes another 100 wins; 
for Jing H’ng, that’s usually the case. Ranging from 
certificates to trophies, he has them all, standing 
among the top players in the country. His two 
biggest achievements, however, are the ones on 
the international platform: the World Youth Chess 
Championship and the Asian Chess Championship. 

Significance
To some extent, Jing H’ng’s life revolves around 
chess with the game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his life. He states that chess has also changed his 
mindset, leading him to think more deeply now 
rather than make rash decisions in a rush. From 
his experiences, he has had much to gain. For one, 
he thinks his social skills have improved from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competitors, going from 
the quiet kid in the corner to the one who’s heard 
by everyone. Besides that, after traveling so often 
for major competitions, independence has been 
instilled into him, and he has learned to be on his 
own for long periods. He believes that chess will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 life; even 
though his future may take up most of his time, he 
hopes to play chess even as a working adult or a 
student in college. 

His Words
For anyone who wishes to take their first step into 
the world of chess, Jing H’ng says that it is a long 
and painful process, where the highs are high, but 
the lows are excruciatingly low. He reminds us that 
sometimes you can play to the best of your ability, 
yet the outcome will be unexpected. He believes 
that if you want to compete, you should just keep 
going no matter what. 

Life is like a chess match, and Lim Jing H’ng from SE22 seems to have 
experienced more than enough of  those in his life. Having participated in more 
than a hundred chess tournaments - of  which 20 of  them were on the global 
stage - Lim Jing H’ng has emerged champion in many of  them.

Written by: Estelle Sia (SE11)  |  Layout by: Phang Xin Yuan (J2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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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泓

旋律是音乐的基础，优美的旋律可以释放音乐的感染力。音乐旋律的刚柔相济，在健美操表演
者心中创造出不同的形象思维和动力。旋律与健美操的结合，意境与情节在于触动观众的情

感，引起共鸣。韵律操运动员是多么需要精力充沛、眉目传神、姿态动人、敏捷洒脱，展现出青春
的活力。而她——陈奕泓，就是我校具有代表性的韵律操运动员兼舞蹈演员。

陈奕泓同学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Iris Tan。她是
J31统考华文班的学生。她不仅学业优秀，还是
舞蹈学会的副主席，更是一名出色的韵律体操运
动员。陈同学在六岁时就开始对韵律操产生了兴
趣、参加了韵律操训练，并在短短的一年内，即
七岁时被挑选进入了州队。起初，她刚加入韵律
操训练时，只是每周去一次私人课程，只是一种
玩票性质的爱好。后来因为有来回俄罗斯的教练
来选拔，而她就是在当时被选入了州队。此后，
她基本上每周必须训练五天，每次大约三个小
时。至于要代表槟州出赛，则是必须通过槟州比
赛的成绩来决定。

韵律操（Rhythmic Gymnastics）是一种
结合了芭蕾舞、体操和戏剧舞蹈等操作
元素的运动。技术、稳定性、灵活性、
艺术效果等都是得分和获奖的要素。近
年来，陈同学都在州际韵律操的各种比
赛项目中屡获殊荣。无论在绳、圈、
球、带、棒和徒手（rope,hoop,ball, 
ribbon,clubs,freehand）的体操项
目中均获得冠、亚、季军的荣
耀。尤其是在2021年的全槟州际
韵律操比赛中，陈同
学在各个项目中均
获得冠军，个人合
计成绩中也获得冠
军的殊荣。

陈同学也给自
己定下韵律操
比赛的目标，她
希望今年能加强自己
在韵律动作上的技巧，从而提高
自己的成绩，争取获得2022年的
马来西亚运动会参赛资格。

陈同学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韵律操运动员，
首先必须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承受压力的能
力，这样才能保证每场韵律操比赛都不会受到心
态的影响而发挥不出平时的水准。 

同时，一名出色的韵律操运动员也要具备刻苦耐
劳和坚持不懈的条件。毕竟在这条路上会遇到许
多困难，而且很累、很辛苦，但一定要坚持奋斗
到底。陈同学表示，每次代表团队或以学校的名
誉出赛，身负重任，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一股压

力。毕竟，她希望自己可以获取好成绩，为
团、为校争光。为了克服压力，她通常
都会与自己沟通调整状态，让自己冷
静下来，然后专注于赛前的准备和练
习，在赛场上全力以赴。

与此同时，为了兼顾学业和活动，陈
同学每天都会为自己大致制定一个时
间表。除了训练时间和重要事情，剩

余的时间都会用来完成功课，有
多出来的时间才会拿来娱乐
和沉淀心灵。她也时常提醒
自己上课时要认真听讲，每
天回家稍作复习，免得考
试前浪费太多时间温习。
最后，陈同学也以她经常
挂在嘴边鼓励自己的话来
劝诫学韵律操的学弟学妹
们，努力不一定有回报，
但不努力就一定没有回
报。

韵律操舞姿闲婉柔靡韵律操舞姿闲婉柔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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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 / 副主席——杨瀞涵（SE11）

时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瞬间，我成为学记已有四年了。蓦然回首，在这
段日子里，我哭过、笑过、累过、埋怨过，但从不曾想过放弃。回想当
初，不想继续呆在舒适圈里的我想尝试不同领域及多元化的事情，听说大
众传播学会有机会当主播，想起每次在电视机前看到的新闻主播，加上自
身对播报很感兴趣，便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踏入学记室的那天起，我正
式地成为了学记团的一份子，即紧张又期待。在不断摸索间，我开始接触
到了摄影、剪辑、采访、主播、写稿、排版等领域。踏上学记这条既艰辛
又忙碌的道路后，我也领悟及学习到了许多东西，比如待人处事、承担责
任、团队精神等。这些难能可贵的经历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每一次的成
长，每一次的学习，将会是我中学生涯里最珍贵的回忆。

而如今我非常荣幸能担任这期《韩中生活》的总编辑。然而，这本看似普
通的刊物，却包含了大家的心血及付出，在此想感谢老师们的信任与指
引；感谢学记委员们的配合；更感谢学姐宝瑶的鼓励与扶持，让我成功化
解所有困难，顺利地完成了此艰难的任务。刊物里的每一页都是经过大家
的努力所完成的，策划、写稿、拍摄、排版等都由学记们一手包办。我们
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也许还有进步空间，但请各位读者多多包容我们，你
们的肯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谢谢每个用心看完这本书的你！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我们~

副总编辑 / 财政——郭纹伈（J3E1）

2020年至今，一晃就已经在学记第三年了，可是疫情却占了两年多。在
疫情好转后的今年，我们的《韩中生活33》顺利诞生了！在准备和制作
的过程中，难免还是会有些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也遇到了困难，好在
有学记团员们的帮助，在共同的努力下成功出版了《韩中生活33》。感
谢学记让我有机会能够参与校刊的制作，让我学到了很多，也希望之后
我还可以再接再厉。同时，希望翻到此页的你们，能够耐心去看我们学
记的所有成员辛苦写、拍和排出来的成品。最后，祝平安健康，天天开
心！下一期学生刊见！:))

大家都为了这本《韩中生活》校刊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牺牲与家人朋友
共处的时间去为学记付出一份力。学记是一个真的非常需要合作的团
体，没有合作精神就完成不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次加入《韩中生活》
的排版，一开始懵懵懂懂不熟练排版的我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在队友
们的帮助下也顺利地完成了。在与队友们共同完成这本校刊时，可以说
是非常的艰辛。我们遇到了各种问题，需要想办法去解决。然而，完成
校刊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要在半年以内完成总共40多版的校刊，时
间的窘迫也使我们压力很大，甚至崩溃。就算如此，我们也要把校刊做
好，宣传韩江中学。能够为我校出一份力我非常荣幸、开心。希望大家
能够看到学记团队们的心意，谢谢！

编委有话说。。。
EDITOR’S NOTE

华文文字主任——陈昕渝（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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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张锦洋（C21）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我在学记也待了五年，感谢老师愿意让我尝试主席
这个职位，也感谢全体团员的付出，也感谢学记陪伴我度过了这五年的
联课时光。在学记我学到了团队合作，一个影片的制作从拍摄到展现在
大众的视野里，都需要很多人的付出。想当初初一的时候，懵懵懂懂的
我刚进入学记，一开始对学记这个大家庭感到很陌生。记得有一位学姐
向我介绍了关于学记的点点滴滴，感谢她的出现让我更快速地融入学记
这个大家庭。

副主席——谭宇洋（SE11）

光阴似箭，一眨眼我从一个初来乍到的韩江初一学记生，蜕变成了一个
快毕业的高一学记生了。在学记，我学到了如何把零零散散的片段通过
剪辑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影片。谢谢学记让我的中学生涯过得更精
彩，经历过这么多次的摄影，学记大家庭已经成为我中学生涯挥之不去
的记忆。最后我也明白了学记不是我一个人在奋斗，还有和我一起忙前
忙后的大家也在奋斗。

英文文字主任——谢宇淇（SE11）

Thank you for taking out a bit of your day to read this magazine! 
Putting it together was nowhere near simple; it took months of 
work, with nearing deadlines and looming impatience and constant 
stress. Things were never easy here at Mass Communications: not 
a single moment of peace and relaxation, being at the society’s 
beck and call, racking your brains and scrambling for new topics 
to cover, and an insane amount of work. However, looking back 
at the cover of this magazine, and staring at the events I have 
covered throughout these years, it really is worth the effort. To 
those in the society, thank you for mulling over the strenuous work 
with me, and thank you for pulling through. And you, whoever is 
reading through this issue and holding this magazine in your palm,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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