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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槟州锺灵中学董事会与槟城锺灵校友会联合主办，母校锺灵 1983/85 年毕业同
学联谊会承办之 2018 年锺灵校友“戌犬声影震乾坤，祥瑞光彩耀锺灵”新春大
团拜于 2 月 18 日（星期日）农历大年初三晚假锺灵国中大操场成功圆满举行。
晚宴交流时间于傍晚 6 时开始，7 时 30 分开席。新春大团拜筹委会配合戊戌年
特别安排一系列表演节目，除了唱歌和舞蹈外，也邀请了高庄舞狮前来表演。

会长的话
大家好!
农历新年刚过，但新年气氛依然浓厚，谨此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本会向来本着创会宗旨，积极推动会务、回馈母校及以贡献社会为己任。履行这些责
任除了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支撑，更需要庞大的人力来配合。庆幸这些年来，本会理
事团队情同手足、不计个人得失、合作无间、尽全力的为本会服务，并具备求变求新
的思维。理事们由于身负重任，故凡举办活动、维修保养产业或提升校友会的软硬体
设备，皆以校友会的利益为大前提。希望我们的理事团队继续秉持一贯的作风，努力
打造一个与时并进，充满活力的校友会。本人也呼吁更多的校友加入本会，让本会这
个大家庭持续壮大。
本会有今天的规模，乃全体名誉会长、理事及全体会员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成果。
本人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值此新春佳节，新年新气象，一切都将掀开崭新的篇章。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年会
更好，会务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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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 201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六）晚上 7 时正举办 2017 年最后一个晚会—
—冬至晚会，会友们带着愉快的心情携家眷踊跃出席与其他会友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佳
节。当晚出席人数逾 200 人。
晚会开始时，全体肃立昌国歌及校歌，过后由会长拿督刘景国致词，接着大家
一起享用本会安排的自助餐。
本会在当晚准备许多丰富美食，务必让出席者吃得尽兴。除了享用自助式的美
食之外，当然少不了汤圆，正所谓“过冬大于年”，吃过汤圆又长了一岁。
晚会于 10 时左右圆满结束，希望明年的冬至晚会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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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于 1 月 12 日（星期五）早上 9 时，
在母校锺灵中学怀泽堂举行第 4 届杰出校
友与学生交流会。受邀出席的杰出校友为
潘力克学长、王震伦学长、拿督魏和顺学
长及林伯伶博士学长。其他应邀出席者为
母校三校董事会主席拿督斯里郭显荣学长、
各地友会代表、槟城国中校长朱圣保学长、
独中校长吴维城学长、北海锺灵校长刘霖
和学长、老师及学生们。出席的学生人数
约 400 余人，感谢母校三校校方的安排。
署理总会长杨金龙当天担任司仪。
大会开始时，由总会长拿督刘景国致欢迎词。总会长拿督刘景国表
示，总会很荣幸举办第四届杰出校友与学生交流会并感谢大家踊跃
出席。总会自2015年开始至今总共举办了4届的杰出校友与学生交
流会，受邀出席的杰出校友一共18位。在此，他特别感谢董事会、
母校三校及校友们的认同及支持，使得每届交流会皆成功圆满举行。
他表示总会很高兴可以扮演桥梁的角色并通过今天的平台将杰出校
友帶回来母校。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他希望学弟妹
们把握今天难得的机会，向杰出校友讨教成功的秘诀。总会长刘景
国也鼓励学弟妹们立定方向，然后做好充分准备及勇敢地去争取，并以所有的锺灵杰出校友为学习
榜样。他深信“锺灵”将永远是品质的保证、名校的标准。最后总会长不忘感谢百忙中抽空前来分
享的4位杰出校友学长。他也感谢朱圣保校长不辞劳苦为今天的交流会做出的所有安排。
大会很荣幸获得母校三校董事会主席拿督郭显荣学长出席，
为大会增添光辉。在致词时，董事会主席拿督郭显荣学长
表示，在锺灵校友联合会总会大力推动下，从不间断每年
皆举办“杰出校友语学生交流会”。其效果十分显著，不
但开拓了学生们的眼界和拓展其知识面，解答了彼等的困
惑，同时也加深了校友与学校的联系，是一个双赢的活动。
他接着表示，锺灵自创校以来，培育无数精英，为社群、
国家和世界做出了诸多贡献，身为校友皆引以为荣。今天
的交流会见证了毕业校友们无私的回馈，以及校友会总会
费尽心思引导母校学弟们在人生道路上迈进，他谨代表锺灵向各位主讲学长们和主办单位致谢。他
也提到，锺灵自百年校庆至今，不到半年的时间即发生了不少天灾人祸。首先，去年 10 月上旬的
一场闪电水灾造成三校硬体上的巨大损失。接下来的控制中学课题更使锺灵人措手不及，在办校努
力上出现危机。在这两个事件里反映了一个事实，锺灵的前途始终掌握在锺灵人的手里。锺灵人惟
有自救，才有机会扭转厄运，创造生机。最后，他劝勉同学们必须紧记交流会虽然已经为大家敞开
了一扇知识大门，可是所谓“知道只是知识，做到才是智慧”，希望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和发
展有更深入的思考，提早做出人生的规划，把理论付诸于行动，做个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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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分享的杰出校友为潘力克学长，他是 1975/77 届母校锺灵中学同学，
目前是辉立资本（Phillip Capital）首席策略员。潘学长在财务顾问和投资组合
管理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及我国的跨国公司工作，
所 累 积 的 年 资 超 过 30 多 年 ， 曾 服 务 的 公 司 包 括 Smith Barney （ Morgan
Stanley ） 、 霸 菱 证 券 /Barring Securities （ ING ） 、 Vickers Ballas 、 Jupiter
Research、APS Asset Management 及 Pheim Unit Trusts Berhad。他在日本工作
时，被日经金融新闻（Nikkei Financial News）选为最顶尖的高科技行业财经
分析师之一；在新加坡工作时，潘学长管理的基金也被威廉·默瑟（William
Mercer）列为首位。
潘力克学长积极参与特许金融分析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专业课程，不仅是特许金融分析
实践分析委员、第一级考试标准制定者、第三级考试评分员，更是“特许金融分析研究所全球研究
挑战赛”亚太地区评审。
潘学长曾在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证券委员会、马来西亚交易所、
国家银行 MII 及 FPAM 等组织的会议和研讨会上，发表过关于本地和海外投资（股票，债券，衍生
品，风险管理，财务规划等）、企业融资和并购的论文。他也是拉曼大学的工业顾问。他共同撰写
了一本名为 “金融服务行业并购的实用方法”的书籍。
潘力克学长劝勉学弟学妹们一定要有谦虚的态度，同时必须博学，除了专注于自己专长的领域，也
必须把视野及兴趣延伸至其他的科系，做个全方位的能人。他也鼓励学弟妹们要广结不同国籍的朋
友，了解他们的常识及文化，这对于发展个人事业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第二位分享的杰出校友是王震伦工程师学长。他于 1974 年（中五）毕
业于母校锺灵中学，目前是 Cofreth（M）Sdn Bhd 的董事经理。这是一家
成立了 29 年的公司，专门提供能源服务和工业厂房及商业建筑的设施管
理、运营及维护。
王震伦学长考获英国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和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王学长是一名拥有执业证书的专业工程师，也是东
盟特许专业工程师。他是马来西亚工程师学会（IEM）的会员、英国特许
仲裁员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UK）会员、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UNIDO）计划下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专家（EnMS）。目前担任
东盟工程联合会（AFEO）秘书长、马来西亚工程师学会副会长（IEM）、马来西亚能源服务公司
协会（MAESCO）副主席、ASHRAE 十三区域副主席及曾任马来西亚 ASHRAE 分会的前任主席。
在 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9 月期间，王震伦工程师学长作为联合首席顾问，成功带领本地及外国顾
问团队，为我国能源、绿色工艺与水务部（KeTTHA）制定有史以来首个“国家能源效率总体规划
（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Master Plan）”。2016 年 6 月，王学长被首相署 EPU（能源部门）委任
为“需求管理（Demand Side Management）”初步研究的技术顾问。该研究于二零一七年七月成功
完成。Cofreth 集团公司在王震伦学长的英明领导及管理下，荣获 4 个 ISO 认证、5 个 Frost＆
Sullivan 奖及 BrandLaureate 中小企业品牌奖。
王震伦工程师学长对着在座的学弟学妹们称，土木工程在全世界都很吃香，并讲解很多有关土木工程
师的出路及工作机会。他谓，在马来西亚的主要大学修读土木工程系，在外国不仅受到承认，而且广
受欢迎。他劝勉学弟妹们不要错过修读土木工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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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分享的杰出校友为拿督魏和顺学长。他于 1977 年（中五）毕业
于母校锺灵中学。拿督魏和顺学长分别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和 2010 年 4
月 14 日，受委为国贸资本有限公司（EON Capital Berhad）之独立非执
行董事和主席。之后他于 2011 年 5 月 7 日擢升为该公司执行主席。
拿督魏和顺学长是我国特许公共会计师协会（MICPA）认证的会计师，
同时也是我国会计师协会（MIA）会员。他在会计和企业融资方面拥有
超过 35 年的经验，曾担任多家私人和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拿督学长
也曾多次成功在企业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上市公司并购和企业
债务重组活动。
1994 年，当时 34 岁的拿督魏和顺学长受委为 Insas Berhad 的财务执行董事直到 1995 年。随后在
1999 年，他被委为 Avenue Capital Resources Berhad 非执行董事，2001 年被委为集团董事经理；他
于 2004 年出任该公司副主席直至 2006 年。除此之外，拿督学长也是 Avenue Securities Sdn Bhd 的首
席执行员/执行董事，并从 2007 年开始担任马来西亚邮政有限公司（官联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至 2013 年。自 2010 年起担任国贸银行（EON Bank Berhad）主席直至 2011 年 7 月 1 日，国贸全行
业务归属于丰隆银行。目前是 Areca Capital Sdn Bhd 的主席，并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如 AIA 有
限公司、合成工业有限公司、马镀锡工业（Perusahaan Sadur Timah Malaysia (Perstima) Bhd）、云升
控股（Yinson Holdings Berhad）、Red Ideas Holdings Bhd 及育式培控股有限公司（Eduspec Holdings
Bhd）。
拿督魏和顺学长劝勉同学们，若要成功，一定要努力、不断的充实，让自己成为一位各方面都有能力的
人，那么机会就会找上你。这也印证了机会总是留给有作充分准备的人！他也语重心长的说，除此之
外，诚实及廉洁的品格也很重要，他希望学弟妹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
。

第四位分享的杰出校友为林伯伶博士学长。林博士学长于一九七九
年锺灵中学中五毕业后，往澳洲深造。他在 1986、1988 及 1992 分别
荣获澳洲 New South Wales 大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曾获澳洲政
府奖学金攻读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并在 New South Wales 大学担任两
年的高级研究员职位。后在一九九四年返回大马，在一间多元化的
工程咨询公司 Sepakat Setia Perunding Sdn Bhd (SSP) 当高级工程师。
林学长是马来西亚工程师理事会（BEM）的注册专业工程师。目前
是 SSP 的资深董事及首席执行长。该公司拥有超过五百个员工及两百个工程师。SSP 所参与的项目
在全马各地都有，比如精明隧道(Smart Tunnel)、槟城机场、丹戎帕拉帕斯港(Tanjung Pelepas Port)、
南北大道、马来西亚国际机场（KLIA）等等。林学长在马来西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有 25 年的专
业工作经验。他为基础设施项目，特別是水和废水管道设计和处理厂项目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的专长。所参与设计的项目有槟城日落洞废水处理厂、越南河内 Yen So 废水处理厂、吉隆坡捷运
（MRT2）、布城净水及废水处理厂等等。
参与协会组织：马来西亚顾问工程师协会理事(2007-2014)、马来西亚国家建筑工业发展局(CIDB)
Method of Measurement Working Group、国家水务委员会(SPAN) Sewerage Design Guideline 专业小组
成员、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博士班 -论文考官、马来西亚顾问工程师协会上岗培训课程 ACEM
Induction Course – 讲师(200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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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伶博士学长称，土木工程分为几个不同的专业领域，他劝勉有兴趣在这方面发展的学弟妹，
必须在学生的阶段就开始努力，那么成功就指日可待！

在问答环节时，学生们反应热烈并充分地利用一个小时的发问时段。他们勇敢地向主讲人发了很多
道有深度的问题，令在座的主讲嘉宾们颇为欣赏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交流会于 12 时许结束后，大会准备丰富的午餐招待杰出校友、董事会代表及友会理事代表。

左起：
林伯伶博士学长、拿督魏和顺学长 、董事会主席拿督斯里郭显荣学长、
王震伦学长、潘力克学长及司仪署理总会长杨金龙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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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灵大讲堂（3/2/18）
“如何成为一位成功的股市投资者”
陈俊贵博士学长主讲
配合母校三校董事会之“ 锺灵大讲堂”计划，总会定于 2018 年 2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10 时，在
槟城母校国中讲堂举办讲座，邀请陈俊贵博士学长登上“ 锺灵大讲堂”。马来西亚锺灵校友会联合
总会总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当天担任主持。母校三校董事会主席拿督斯里郭显荣学长应邀出席，其
他出席者有国中朱圣保校长、北海锺灵刘霖和校长及独中吴维城校长。
董事会主席拿督斯里郭显荣学长致词时表示，“大讲堂讲座会”已
经成为母校同学们期待的常年节目之一。这次的讲座会主讲嘉宾基
金管理专家陈俊贵博士学长将主讲有关其学有专长的领域，相信其
内容精彩，使大家对股市投资的种种迷惑有更深入的了解。锺灵培
育无数精英，为社会和国家做出了诸多贡献，身为校友皆引以为荣。
今天的讲座会见证了成功的毕业校友们无私的回馈，以及校友会总
会费尽心思引导母校学弟们在人生道路上迈进。为此，董事会主席
代表锺灵向陈博士学长和总会致谢。今天互联网如此普及，母校在
籍的学弟们上网寻找资料轻而易举，可是往往网上的资讯太过广泛，
而且真假难分。现在学弟们有机会聆听学识渊博的陈博士现场分享
他职场上的经历，以及畅谈他人生中累积的历练和智慧，使在座的
学弟们茅塞顿开，在理财投资方面肯定少走了很多冤枉路。此外，
董事会主席希望学弟们能够通过陈博士的指点，在未来管理财务方
面更加理智，不被社会上众多五花八门的投资所困惑，做一个聪明
的投资人。他也忠告同学们必须紧记，如果要真正成为一位特出的
股市投资者，必须养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对一切有关投资股票的迷惑要有更深入的思考和印证，
并适当地将理论付诸于行动，不然将永远只是沦为一位空谈的人。
陈俊贵博士(Dr. Tan Chong Koay)一开始时
自我介绍。他讲述求学经过，毕业后如何
一步一脚印的开拓自己的事业及如何与基
金管理结缘，直到创出一片天。陈博士学
长认为，作为一位成功的基金管理经理除
了秉持终生学习的态度，诚信、沉稳及理
性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他劝勉学生门必须
厘清投资及投机的分别，因为投资是长期
的，而投机是短期的，故风险相对提高。
学生们充分利用交流时段踊跃发问，陈俊
贵博士学长乐意地回答每一道问题。相信
学生们在这场讲座获益匪浅，对未来有更
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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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贵博士学长（左）回答同学们的提问，右为总会长拿
督刘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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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陈俊贵博士学长简介：
目前是马来西亚立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主席/ 总策略师，于1967年毕业于母校锺灵中学，之后
负笈美国开始了他的海外求学生涯。在半工半读的情形下，完成了学士并于1974 年硕士毕业。学成
后回国，进入了吉隆坡一间商业银行工作。在工作之余不忘学习，开始勤于研究股票行情和市场变
化，并把股市分析的文章投稿给金融杂志。他的文章由于文笔犀利，见解广博而频频获得发表。
1976 年，陈俊贵加入了东南亚发展机构SEACORP( 现改名为Amanah Capital Partners Bhd.)，为他的
基金管理职业生涯真正的拉开了序幕。
1981 年，陈博士学长加入了阿拉伯— 马来西亚证券银行(Arab-Malaysian Merchant Bank)，现改名为
AmInvestment Bank，年仅31 岁的他，出任了第一位投资服务部主管。通过自身的努力，陈俊贵在
短短七年三个月的时间里，从零开始，创建了拥有65 名职员，可以提供全面投资服务的投资服务部
门。他参与设计、开发并推出了阿拉伯- 马来西亚金边债券(Gilts)，创设了马来西亚第一家投资于马
来西亚政府发行或银行担保债券的单位信托投资基金，积极参与组织和推介由摩根—斯坦利管理的
第一个在纽约证交所挂牌的第一个马来西亚封闭式投资基金，从美国市场筹集资金再投资于马来西
亚公司。该基金于1987 年5 月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同年，他荣获威廉- 米歇- 再纳- 富雷投资顾问公
司(William Mercer Zainal Fraser) 策评为马来西亚最佳退休养老金基金经理。
陈博士学长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大量的阅读和研究上，他了解不同行业，不同市场的变化以及
区域政经形势。陈俊贵认为作为一个资产管理经理，首先要有信誉，让人信任你，还要有业绩，才
能赢得客户的拥戴。1984 年，陈俊贵在研究生毕业十年之后，通过为马来西亚政府主持的一个课题
研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正是这份工作学习相得益彰的经历，为他日后创
立立峰资产管理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3 年，马来西亚政府开放金融业，陈俊贵瞄准了资产管
理这个领域，于1994 年初在马来西亚创办立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公司开办之初整整六个月的时
间里，他经历了创业难的黯淡期。公司招揽不到客户，市场的波动也让人不敢贸然前进，公司运营
面临困境。“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好的心态才能获得好的机遇”。半年之后，他幸运的签下
了第一个大客户，真正开始了他自创的资产管理公司。1995 年，新加坡政府也大力推动资产管理行
业的发展，陈俊贵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在新加坡创办了立峰资产管理( 亚洲)有限公司。1996 年，
仅在公司成立两年，立峰团队的基金管理业绩就受到业界的关注。2004 年，立峰马来西亚获亚洲资
产管理杂志于“优秀中的优秀国别荣誉”评为“马来西亚最佳精品基金公司”。2006 年，陈俊贵再
度获彭博社(Bloomberg) 评为“东南亚小资本市场之王”。2008 年，陈俊贵获颁“优秀中的优秀马
来西亚总裁2008”；2010 年10 月获授予“亚太企业家2010 年最卓越企业家”奖，同年12 月荣获
“2010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以及“优秀中的优秀马来西亚总裁2010”。2012 年正月获授予
“亚太地区最受尊敬华人企业家”奖等。
个人的辉煌离不开公司的成功投资业绩。2010年，根据晨星评级(Morningstar) 的评估报告，立峰东
盟新兴公司增长基金( P h e i m A s e a nEmerging Companies Growth Fund)，从第1 年至第15 年间，
连续15 年( 截止至2010年12 月31 日)，按美元计值累积回报，在晨星东盟股票基金类型(Morningstar
Asean Equity Category) 排名中，连续15 年排名第一。
2015 年立峰东盟基金( P h e i m SICAV- SIF ASEAN Emerging Companies Fund)荣获汤森路透理柏
（Thomson Reuters Lipper）确认，立峰东盟基金于理柏全球分类国际境外东盟股票基金类别(All
Equity ASEAN of Lipper Global Classif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Offshore Universe)，所有1- 至20- 年期总
回报以美元计，排名第1。达纳- 马科姆立峰- 伊斯兰平衡基金 (Dana MakmurPheim - Balanced Isl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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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获得亿智汤森路透里柏2017 基金大奖( The Edge -Thomson Reuters Lipper Fund Awards) 于理柏
混合资产伊斯兰平衡基金类型 (Lipper’s Best Mixed Asset MYR Balanced Islamic Category) 3 年期、5
年期与10 年期, 截止至31/12/2016，回报率排名第1 基金。2017 年9 月，达纳- 马科姆立峰- 伊斯兰平
衡基金所有1-至15- 年期累计回报率于里柏基金排名中依然是排名第1基金。基金累计回报率截至
29/09/2017 为+330.89%。立峰于2016 年8 月成功成为马来西亚首两家获得特许金融分析师学会（C
FA）的资格认证。特许金融分析师学会（CFA）为全球投资业在道德操守，专业标准及知识体系等
方面设立了规范与标准。
在从业的40 年里，陈博士学长一贯遵循自己的投资理念进行价值投资(Value Investing)。他独到的
创新型投资哲学就是：“绝不在所有时候全部投入(Never Fully Investat All Time)。”该理念陪伴陈
俊贵度过了1987 年的黑色星期一、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 年的科技股泡沫、2001 年
的美国“911 事件”，2003 年的非典型肺炎期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其中尤其令人记忆犹新的是，
在2008 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大多数的同行竞争者的资产管理数额都急速
下降45-60%，而立峰的资产管理额却只下降了16%，这在同业中已属罕见。在危机之时能够展现大
将风范，力挽狂澜，化险为夷，平安度过多次市场崩盘期使陈俊贵在亚洲成为众多同行中的佼佼者
之一。
陈博士学长希望更多的年青人能够投身资产管理界，并愿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40 多年的资产管理经
验传授和分享给广大相关专业人士。基于这个理念，陈博士学长于2015年出版了：《超越金融风暴》
一书，并把出版此书的盈余收入全部作为慈善用途。书中阐述了他自己整个职业生涯中累积的知识
和经验，即服务于多家成长型公司超过18 年，然后是创办和发展立峰资产管理集团的22 年。正是
这样的经历，让他能够形成并实践自己独特的投资哲学，从而创下了出色的长期绩效。
陈博士学长近来在百忙中应邀到特许金融分析师学会（CFA I nst it ute）新加坡，北京大学，马来西
亚投资经理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Investment Managers Malaysia），马来西亚美国商会伊斯兰金融
委员会于美国华盛顿第3 界伊斯兰资本市场会议（3rd Islamic Capital Market Conference）参加讲座，
分享智慧。
近年来，陈博士学长的资产管理也大量投资中国企业，因早在十年前，他就预期亚洲国家的发展，
引导人们把投资眼光聚焦在中国、印度、东盟等地。他曾经表示，中国拥有很多股值偏低的企业，
所以该市场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值得投资。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发
展潜力巨大。这几年他抽空频频访问中国，到中国企业参观考察，参加企业家座谈会，和中国同行
一起深入交流、分析、研讨投资的经验和心得，获益良多。陈俊贵关注中国市场和对中国市场的贡
献，中国相关机构也对他的成绩作出了肯定和嘉奖。2010 年 10 月，他获得“2010 年中华十大财
智人物”特别奖，2012 年正月获得“亚太地区最受尊敬华人企业家”奖。身为海外华人，能够在
以西方人占据主导地位的资产投资领域驰骋 40 年，取得骄人业绩，陈俊贵认为，这是华人的荣耀。
陈俊贵深信，知识和财富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社会。他为众多的后继人士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的平
台，为社会培养了大批资产管理人才; 他于 2012 年正月获授予“亚太地区最受尊敬华人企业家”
奖，于 2010 年 12 月获评“2010 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同年 10 月获授予“亚太企业家
2010 年最卓越企业家”奖以及“优秀中的优秀马来西亚总裁 2010”；2017 年《世界财富创造会议
2017》认可他驰骋于资产管理界 40 余年，成为绩效最优异的基金经理之一，并把价值投资的理念
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邀请他作为论坛的讲演嘉宾；该会议主办当局更是称他为“亚洲的沃伦巴菲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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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届(2018)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
第 50 届（2018）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由霹雳锺灵校友会承办，并分别订于 5 月 26
日（星期六） 及 5 月 27 日（星期日），在霹雳拉曼大学隆重举行。华会报名费每人
RM280，包含两晚鸡尾酒会及晚宴、T 恤、夹克、礼品及华会特刊一本。
以下为嘉年华会节目表：
日期

时间
10.00am - 6.30pm

26/5/18 6.30pm
星期六

节目

集合地点

报到及领取纪念品
交谊时间（餐前鸡尾酒招待）

7.30pm

嘉年华会开幕晚宴开始

7.00am

高尔夫球友谊赛
(报名费每人 RM300.00)

Meru Valley Golf &
Country Club, Ipoh

徒步竞走（公开赛）
9.00am - 1.00pm

校友支会乒乓友谊赛
校友支会拔河友谊赛
校友支会羽毛球友谊赛
校友支会篮球友谊赛

霹雳拉曼大学
敦林良实礼堂

霹雳拉曼大学
由各友会/
联络中心
组队参加

霹雳拉曼大学
Grand Kampar
体育中心

9.00am – 3.00pm

半日游（只能参加一项）
A 十八丁及太平 或 B 怡保郊外

1.00pm – 2.00pm

自助餐
(只提供给参加友谊赛的校友及工作人员)

4.00pm – 5.00pm

总会与各地友会/联络中心代表交流会

5.00pm – 6.30pm

讲座

霹雳拉曼大学
讲堂

6.30pm

交谊时间（餐前鸡尾酒招待）

霹雳拉曼大学
敦林良实礼堂

27/5/18
星期日

Grand Kampar Hotel 及
怡保 Excelsior Hotel
霹雳拉曼大学
食堂
霹雳拉曼大学
(地点有待决定)

承办单位将安排交通载送会友和家眷往返指定酒店及华会场地。需要交通的会友和家
眷可以在以下酒店集合，集合时间将于报到时指示，敬请留意！
（一）Grand Kampar Hotel
（二）Hotel Excelsior, Ipoh
（三）Tower Regency Hotel & Apartments, Ipoh
（四）Weil Hotel, Ip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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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本会也会组团参与以上盛事，同时到霹雳州各旅游景点一游。本会组团细节如
下：

3 天 2 夜霹雳景点游（26/05/18-28/05/18）
【旅费：每人 RM380（双人房），单人房 RM450，成团人数：最少 30 位】

注：入住 Grand Kampar 酒店或同等级酒店
报名截止日期： 10/3/18
联络人：蔡伟明 012-4910882
第一天 26/5/18（星期六）
10.30am

从校友会出发

12.30pm

自费午餐

1.30pm

领取纪念品

3.00pm

入住酒店

6.30pm

参加第 50 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开幕晚宴

10.30pm

晚宴结束，回酒店休息

第二天 27/5/18（星期日）
9.00am
10.00am

自费早餐
参观怡保椰壳洞、凯利古堡（Kellie's Castle）、“丹绒督亚冷 5 号”铁船（Tanjung
Tualang Tin Dredge）

12.30pm

午餐招待

1.30pm

返回酒店休息（预计 3.00pm 抵达酒店）

6.30pm

参加第 50 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闭幕晚宴

10.30pm

晚宴结束，回酒店休息

第三天 28/5/18（星期一）
9.30am

自费早餐

10.30am

参观十八丁泉成炭窑（Charcoal Factory）及红树林公园 (Sepetang Mangrove Park)

12.30pm

午餐招待

1.30pm

游太平湖

2.30pm

启程返回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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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表
活动

日期

地点

元宵晚会

10/03/2018

本会活动中心

（星期六）
会员大会

11/03/2018

本会活动中心

（星期日）
“分析大选选情”讲座

15/04/2018

本会活动中心

(星期日)
第 50 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

26/05/2018 – 27/05/2018

霹雳拉曼大学

（星期六及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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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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