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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届（2017）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 

 
第 49 届（2017）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于 6 月 17 日及 18 日一连两天在母校槟城锺灵中学盛大举行，

吸引了约 5 千位校友前来参加别开生面的开幕典礼及闭幕晚宴。 

 

开幕（17/6/17）当天，承办单位，槟城锺灵校友会安排了“世纪跑”，约 130 校友和在籍学生参加；

在校友皮卡车队的护送下，于早上 7 时正从槟城阅书报社开跑，途径安顺路转入霹雳路，再转入柑

仔园一路朝阿衣淡方向到母校槟城锺灵中学。当“世纪跑”队伍于 7 时 45 分抵达母校时，第 49 届

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暨第 15 届锺灵校友回校日正式开幕。共有锺灵三校的 27 个制服团体及一队

校友会进行检阅。马来西亚锺灵校友会联合总会总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及母校三校董事会主席拿督

郭显荣学长联合主持开幕典礼。出席者包括槟州首席部长政治秘书黄汉伟、槟城锺灵校友会会长兼

第 49 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筹委会主席拿督林嘉水学长、总会会务顾问陈振南博士学长、总会

秘书处顾问拿督温子开学长、署理总会长杨金龙学长、董事会副主席郑克生学长及拿督谢国培学长、

董事总务胡万奔学长、国中校长朱圣保学长、独中校长吴维城学长及北海锺灵校长骆贵清学长。 

 

总会长拿督刘景国致开幕辞时表示，本届华会参加人数打破历届记录，两天的盛会估计有约 5000

人参加，这也证明了校友无论身在何处，都一直热爱着母校。他说，自创校以来，学校、家长及校

友的关系密切，唇齿相依。大家一路来为母校的发展互相配合及支持，这百年来建立了融洽的合作

模式、培养了很好的默契及团队精神。无论彼此之间产生任何不同的见解或意见，我们都要本着

“爱吾锺灵”的精神，珍惜及维护现有的密切关系。另外，他宣布明年的金禧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

会将由霹雳锺灵校友会承办，并定于 5 月 26 日及 27 日在金宝拉曼大学举行，首次在本地大专举行。

他接着宣布 2019 年第 51 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由纽西兰锺灵校友联络中心承办，华会首次在纽

西兰举行。董事会主席拿督郭显荣致辞时表示，今年适逢母校百年校庆，结合第 49 届世界锺灵校

友嘉年华会及第 15 届锺灵校友回校日，堪称三喜临门。他说，校庆大会筹备了多项精彩兼意义重

大的活动包括义卖会、乒乓友谊赛、各项艺术展及嘉年华会大游行等，欢迎校友们参与及参观。开

幕典礼过后，进行千人大游行，参加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老中青校友和由母校三校的铜乐队、旗

队、各制服团体等队伍，总人数约 2000 余人。为了让年长校友也有机会参游行与，大会贴心地安

排他们乘坐 Hop On Hop Off 巴士。游行路线是由阿依淡路朝纪念碑方向走到交通圈后，绕回原路折

返母校。游行结束后，校友们返回学校参加义卖会及各项展览如紫砂名家作品展、三校学术展、世

界艺术家邀请展及世界锺友邮票展等活动。 

 

百年校庆暨第 49 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联合闭幕晚宴于 6 月 18 日在母校锺灵中学大草场隆重举

行。当晚筵开 500 席。出席者包括母校三校董事会主席兼总会会务顾问拿督郭显荣学长、马来西亚

锺灵校友会联合总会总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新加坡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学长、总

会会务顾问拿督余维智局绅学长、丹斯里曾永森律师学长及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学长，总会会务顾问

兼董事会副主席拿督斯里谢有吉局绅学长及拿督蓝武昌学长、总会会务顾问拿督斯里陈文彬学长以

及陈振南博士学长，总会秘书处顾问拿督温子开学长，董事会副主席拿督林源明学长、拿督郑泳凉

学长、骆南辉学长及拿督谢国培学长学长，槟城锺灵校友会会长兼第 49 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

筹委会主席拿督林嘉水学长及霹雳锺灵校友会【第 50 届（2018）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承办单

位】会长张叔权学长，国中校长朱圣保学长、独中校长吴维城学长、北海锺灵校长骆贵清学长和百

年校庆主要赞助商 BSG 总裁拿督骆坚聪。其他出席者为母校三校一众董事、各地锺灵校友会会长/

联络中心主席及理事、校友和家眷、母校三校师生及退休师长以及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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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以唱校歌作为开场，接着播放百年校庆开幕点滴、各项活动及展览视频。槟城锺灵校友会会长

拿督林嘉水在致词时表示，相信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校友会组织有如锺灵校友会般，举办如此大型的

跨国校友联谊聚会。他说，各地校友会是从 1969 年开始至今不间断的举办嘉年华会，更于 2001 年

成功纳入“大马纪录大全”内，所以这项辉煌的纪录值得继续维持下去。 

 

新加坡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学长特地回校，受邀致辞时说，锺灵在 1917 年由热爱

华教的前辈创建，可说是华教的火车头，也开创了双语教学的先河，在不同领域影响了很多人。他

大赞母校锺灵百年来的发展，对槟城、马来西亚甚至世界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他说，锺灵中学 

（新加坡）校友会在 10 年前出版了《槟城锺灵中学校史论集》，成为学术界研究锺灵校史的重要

文件。10 年后，为庆祝百年校庆，该会主办《锺灵与我》全球校友锺灵征文比赛，并出版了作品集，

这两本书籍让读者以不同角度阅读锺灵。许文远学长接着告诉与会者他是在 1965 年入读锺灵中学

初中一，那年除了是他人生的转捩点，也是新加坡宣布独立的日子，锺灵中学 （新加坡）校友会也

正式成立。他与太太是在锺灵相识，如今重返锺灵校园，一景一物无不唤醒他在学生时代的记忆。

许文远学长一句“爱吾锺灵是一辈子的事”，引起共鸣，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母校三校董事会主席拿督郭显荣学长在致词时表示, “在这 300 多天里，百年校庆大会为这特殊的

日子精心筹划了一系列节目：首先拉开序幕的是《传钟万里》项目里逐站传递特别为校庆铸造的一

座纪念铜钟，表扬传承锺灵创立百年的不朽精神；紧接着一系列的运动竞赛，包括保龄球、篮球、

铁马行、高尔夫球以及乒乓球，象征着锺灵经历百年的岁月依然朝气逢勃，充满活力；紧接着三校

《献爱心》、三校《同喜共庆》以及《义卖会》等项目反映锺灵在追求卓越的成就之际，仍然贴近

广大人群，与社会大众一起庆祝学校百年的诞辰；这 2 天的三校《学艺展》、《艺术家邀请展》、

《紫砂名家作品展》以及《邮票展》等等活动里充分展示了校友、老师及学生们无限的创新和创意，

象征着我锺灵无穷的智慧，锺灵前途似锦。本人希望这一连串的活动使回归母校的校友们留下一个

轻松活泼却深具意义的百周年聚会，相信到访我校的国外友好姐妹学校代表们在这次百年校庆的节

目后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董事会主席拿督郭显荣学长也特别感谢校庆工委们即包括董事、校友、三校师长及数以千计的工作

人员于此次的校庆中无私的贡献。为此，他呼吁所有的锺灵人，凝心聚力的为锺灵未来的一百年再

创辉煌而努力。 

 

大会接着举行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旗帜移交仪式。槟城锺灵校友会会长拿督林嘉水学长将旗帜移

交给联合总会总会长拿督刘景国，再由总会长将之移交给下一届的承办友会即霹雳锺灵校友会会长

张叔权学长。霹雳锺灵校友会会长张叔权表示，该会于过去曾承办两届的嘉年华会，而第一届也是

由该会所承办，所以明年的 50 周年更是意义非凡。他说，过去该会所举办的嘉年华会都会备有运

动项目，所以明年的嘉年华会，也准备加入了相关运动项目，当中包括高尔夫球、羽球及竞走等等，

并呼吁更多锺灵校友踊跃参与明年于金宝拉曼大学所举办的第 50 届嘉年华会。 

 

当晚也备有许多精彩的娱兴节目，当中包括 100 名学生表演二十四节令鼓、北海锺灵所呈献的传统

舞蹈“凤凰花开”、一众校友表演中文歌曲，及锺灵独中所呈献的 20 分钟无间断歌唱、舞龙、舞

蹈及音乐表演。 

 

本届华会暨第 15 届锺灵校友回校日暨百年校庆闭幕晚宴的参加人数达 5000 人，可谓空前盛况，百

年才能遇到一次。相信很多校友都觉得很幸运，有机会见证世纪盛事。期待明年华会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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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2017) 

 

为了促进会友之间的情谊及加

强彼此的互动，本会于 4 月

15 日(星期六)举办今年第一

次的一日游活动。42 名会友

及家眷在副义务财政潘力克学

长的带领下，到安顺及实兆远

游玩及享用美食。一团人当天

参观安顺斜塔、实兆远大伯公

庙、实兆远枕头包店等。他们

也到德记点心酒楼享用午餐，

傍晚则在实兆远亚伯利口福椰

芭海鮮楼享用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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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端午节 

 暨颁发 2017 年度会员/会员子女学业奖励金典礼（27-05-17）

 

本会于 5 月 27 日（星期六）晚上 7 时，在本活动中心举行“ 端午节晚会暨颁发

2017 年度会员/会员子女学业奖励金”。当晚逾 400 位会友携眷出席。 晚会开始时，

全体肃立唱校歌，之后由会拿督长刘景国致词。接着就是会友和家眷享用美食的时间，

有本会厨师烹饪的各种道地美食及 Syed Restaurant 报效的印度料理。除了享用自助式

的美食之外，当然少不了应节的美味粽子。 当晚的余兴节目，大会安排了裹粽子比

赛，一共有五位会员和家眷参加。在比赛开始之前，由王碹心女士讲解及示范如何裹

粽子。比赛完毕后，紧接着当晚的最后一个节目为颁发一年一度会员/会员子女学业

奖励金，本会邀请副会长林福利学长、名誉会长何木生局绅学长及会长拿督刘景国学

长代表颁发奖励金给受惠者。 晚会于 9 时许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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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本会于 4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本活动中心礼堂举办上述讲座并

邀请到 Life Care 的 Dr. Vincent Ng 前

来主讲。义务秘书刘荣发学长担任讲座

主持人。  

 

 当天，出席的会友及家眷约有 50

人。副会长王宝燕代表本会送上纪念品

予 Dr. Vincent Ng，以示感激。讲座结

束后，本会提供茶点招待与会者。 

 

 

 

 

 

 

 

 

 

 

  



9 
 

赖观福博士学长分享 

 

本会于 5 月 28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本

活动中心礼堂举办上述讲座并邀请到赖观福

博士学长前来主讲。智育股主任黄俊翰担任

主持人。 

当天出席讲座的会友及家眷共有 60 人；会长

拿督刘景国代表本会赠送纪念品予赖观福博

士学长，以示感激。讲座结束后，本会提供

茶点招待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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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兴医生学长分享 

 

 

本会于 6 月 4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邀请核医学医生，陈德兴学长到本活动中心礼堂

分享“分子影像与癌症治疗”。义务秘书刘荣发学长担任讲座主持。 

 

当天，出席的会友及家眷共有 55 人。署理会长杨金龙代表本会赠送纪念品予陈德兴

医生学长，以示感激。讲座结束后，本会提供茶点招待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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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会议@文德甲（9/7/17） 
 

 

 

 

 

 

 

 

 

 
 
 

本会于  7 月 9 日（星期日）上午 11 时正在淡属中华商会会议室（No. 23, Jalan 

Zabidin, 28400 Mentakab.）召开本届理事会第 8 次会议。承蒙彭亨州联络员拿督蔡文

祥学长安排会议场地及盛情招待午餐，本会不胜感激，谨此向拿督蔡文祥学长至以万

分的谢意。出席者除了本会理事，也包括名誉会长黄健勇学长及彭亨州联络员拿督蔡

文祥学长。 
 

8 月 19 日 

 举行 55 周年会庆晚宴
本会订于 8 月 19 日（星期六）晚上 7 时正，假八打灵再也喜来登酒家

（Hee Lai Ton Restaurant, Unit L5-001(B)&(C), Level 5, Menara B, PJ 

Centrestage, No. 1, Jalan 13/1, Seksyen 13, 46100 Petaling Jaya. [Waze: Hee 

Lai Ton PJ Centrestage]）举行 55 周年会庆晚宴。今年大会以“百年锺

声扬四海，五五情谊荟中马”作为主题，让我们以愉悦之情欢庆中马锺

灵校友会成立 55 周年。 
 

筹委会将安排精彩的余兴节目，敬请期待！晚宴票券每张只售

RM70.00（一桌 RM700），请会友于即日起向秘书处或票务主任蔡伟明（012-4910882）

及颜振杰（019-2205902）购票，截止日期 8 月 11 日。希望会友热烈支持本会这个大家

庭，携眷踊跃参加一年一度的会庆盛典！ 
 

本会也将于会庆晚宴上表扬对社会有贡献的会友，凡 2016/2017 年获得国/州封赐勋衔的

会友，请于 7 月 25 日之前传真（03-79567627）或电邮（clobawt@gmail.com）通知秘书

处，以便寄上晚宴邀请函及准备纪念品。 

前排左起：蔡伟祺、林福利、杨金龙、刘景国、黄健勇、锺启章、蔡文祥 

后排左起：叶展溢、许汉真、戴丰发、何炽昌、黄俊翰、张慈鸿、刘荣发、李仕强、黄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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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活动 日期 地点 

“全球经济展望”讲座 

 (潘力克学长主讲)  

23/7/2017  

（星期日） 

本会活动中心 

55 周年会庆晚宴 

 

19/8/2017  

（星期六） 

八打灵再也 

喜来登酒家 

一日游 26/8/2017  

（星期六） 

文冬 

“Lymphatic drainage”讲座 

（Mdm. Ong Siew Ling 主讲） 

27/8/2017  

（星期日） 

本会活动中心 

第 12 届（2017）丹斯里曾永

森杯高尔夫球联谊赛 

8/9/2017  

（星期五） 

Sungai Long Golf & 

Country Club 

 

会讯编委会 
 

顾问  ：刘景国 杨金龙 
 

主编  ：宋伟清 副主编：饶子麟 
 

摄影  ：颜振杰 委员  ：黄俊翰 李仕强    张杰荔 

会讯内容篇言论纯属作者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中马锺灵校友会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