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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 8 月 19 日（星期六）晚上 7 时，假八打灵再也

喜来登酒家举行 55 周年会庆晚宴，当晚延开 50 席，

各地校友齐聚一堂，场面非常热闹。 

 

今年大会主题为‚百年锺声扬四海 五五情谊荟中马‛，

名誉会长拿督陈忠登博士教授医生学长应邀担任晚会

特别嘉宾。除此之外，当晚应邀出席的嘉宾包括母校

三校董事会副主席兼总会会务顾问拿督斯里谢有吉局

绅学长、马来西亚锺灵校友会联合总会副总会长兼沙

巴锺灵校友会会长萧仁贵学长、名誉会长敦丹斯里曾

永森律师学长、名誉会长 YB 陈胜尧医生博士学长、名

誉会长梁普锐学长、名誉会长何木生局绅学长、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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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黄健勇学长、霹雳锺灵校友会会长张叔权学长、英国锺灵校友会会长李鹏抟学长、

纽西兰锺灵校友联络中心主席梁维基学长、槟城锺灵校友会总务方森源学长、吉玻锺

灵校友会总务拿督许锦秋学长、母校国中校长朱圣保学长、锺灵独中学长吴维城学长、

各地友会代表、其他华团及媒体代表，令场面蓬荜生辉。筹委会准备了许多精彩节目，

当中包括歌唱、华乐、舞蹈表演等，当晚也安排颁发 2017 年度中马锺灵校友会奖励

金给予受惠者。 

 

晚会以唱国歌、唱校歌及切蛋糕仪式作为开场，之后由大会主席兼本会会长拿督刘景

国致欢迎词。会长致词中表示，本会于 1962 年成立由零开始到今日自供自助，，可

谓一路艰辛，一路辉煌。虽经历了社会与时代的变革，但历届理事会却始终遵循创会

的宗旨，负起促进校友情谊，照顾会员福利，维护华文教育，回馈母校及服务社会的

责任，为校友、母校及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本

会向来积极跟随时代步伐，故在各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本会秘书处全面电脑化，

大部分的信件或通告都是通过电邮处理，传真进来的文件也直接进入电脑。定期出版

的会讯从去年开始已改为 e-会讯，不再需要重本大量印刷；理事会会议也于 2014 年

开始电脑化，理事们皆以电脑或平板电脑或手机开启会议报告及记录。我们的布告栏

也以大屏幕电视取代，颜色鲜艳，较为吸引。这些重大的改变不只提高效率，节省花

费，而大量的减少用纸也直接起了环保的作用。接着由马来西亚锺灵校友会联合总会

副总会长兼沙巴锺灵校友会会长萧仁贵学长致词，副总会长萧仁贵在致辞时说，这

55 年来，中马锺灵校友会在历届会长的有力领导下，全体理事精诚团结，一路缔造

无数辉煌，可喜可贺！中马锺灵校友会是一间有活力及组织很成功的校友会。早期的

校友会领导高瞻远瞩，大无畏地置产业养会，造福会友，实令人钦佩及羡慕。 

 

董事会副主席拿督斯里谢有吉致辞时表示，作为锺灵最悠久兼最活跃的校友会之一，

中马锺灵校友会一直扮演着先锋的角色，除了积极举办各类联谊性活动，对母校的发

展亦不遗余力，理事会乃至会员当中不乏在各个行业中叱咤风云、声名赫赫的杰出校

友。‚自 1962 年成立以来，中马锺灵校友会在历届会长的卓越领导及理事伙的精诚

团结之下，献资献策，不仅会务愈见开展，亦成功凝聚了定居于中马一带的校友，从

而共谋母校发展，以行动展示锺灵人爱校的精神以及维护民族教育的优良传统。‛他

说，除了中马锺灵校友会，他也欣慰看见其他锺灵校友会这些年来茁壮成长。庞大的

校友会组织一直是锺灵人的骄傲，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的 26 个友会长期以来皆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除了致力于联谊以外，也成为年轻校友的落脚处，游子们有一处可随

时归的‚家‛，在异地精神有所寄托，得以安心求学、就业。这些曾经获得‚家长们‛

眷顾的年轻校友日后学有所成后，往往会怀着感恩的心回馈母校和校友会。如此‚爱

吾锺灵‛之火焰生生不息，印证了校友会乃母校日后发展的重要桥梁，影响极其深远。 

 

除此之外，大会还邀请了特别嘉宾——名誉会长拿督陈忠登博士教授医生致词。他致

词说到，校友会的成就，不论是硬体或软体，都是很了不起的，令其他校友会感到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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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校友会能有今天的建树，都是前辈们与现任领导的功劳；这些都反映多年来领导

与同学们的献身与大我精神。他认为，锺灵校友会应该思考，什么是锺灵精神？什么

是陈充恩精神？谁是锺灵人的典范？锺灵君子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要留给一代的遗产

是什么？我们应该集思广益的探讨这些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后代的前途。 

他指出，这不单止是锺灵人所应当问自己的问题，也是华社会每个团体、整个华社，

整体社会所应当问的。 

他指出，国学大师余秋雨说过：‚有人说，文化的终极成果，是华人的集体人格。‛ 

‚余秋雨告诉我们，中国文化集体价格的模式，是‘君子’。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

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徒劳。‛ 

陈忠登表示，余秋雨也说：‚我一直认为， 中国家（千年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

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 

他说，李光耀曾经说：‚文化就是命运‛。李光耀点出了一个家庭，群体，国家，价

值观与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未来。   

 

 

 

 

星洲日报 8 月 21 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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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的话 

大家好!  

时间飞逝，2017 年已接近尾声，几个星期后，我们就要迎接 2018

年的到来。希望大家把握时间作最后的冲刺，顺利按计划完成今

年的工作，接着好好规划明年的大计，让 2018 年更圆满及美好！ 
 

本会从年初开始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如专题讲座、一日游、华人

传统节日晚会、高尔夫球联谊赛等等。感谢本会理事群策群力，合作无间，按照计划一

一完成所拟定的活动。本会按原定计划，于 12 月份举办 4 项活动。12 月 2 日，本会安

排第二度一日游活动，这次带领会友和家眷前往文冬品尝榴梿；榴梿粉丝们个个大快朵

颐，吃得不亦乐乎！12 月 3 日安排了“老年痴呆症” 医药专题讲座，以便会友和家眷能

深入了解这个病症；12 月 10 日则安排了“探讨迈向 GE14 的我国政局”时事讲座。最后，

我们将于 12 月 23 日举办冬至晚会，免费招待会友和家眷。冬至是华人传统节日当中最

后一个节庆，届时，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与本会理事一起在这个大日子吃汤圆，欢庆冬

至大团圆，为 2017 年画下圆满句点。 
 

今年是一个特殊及意义非凡的一年，母校适逢欢庆建校 100 周年，为此举办了一系列的

校庆庆典活动，以示隆重庆祝。总会应邀负责“传钟万里行” 活动。铜钟于去年 8 月从

母校开始传遍世界各地 26 个校友会和联络中心，成功环绕地球一圈，完成了壮举，并于

今年 2 月母校举行百年校庆开幕时，回归母校。校友们的爱校精神，促使了这个活动的

成功，印证了团结就是力量，可喜可贺！ 

 

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教育也一样，必须跟着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才能培育

出与时代接轨的卓越人才。有鉴于此，母校趁百年校庆推出了锺灵大蓝图发展建设计划，

冀望将母校转型成世界级中学，让莘莘学子受惠。希望校友们再次发挥团结的力量，助

母校一臂之力，与母校携手前进，共创另一个百年辉煌。 
 

槟州于 11 月 4 日下了一场 10 余小时的无情大雨后泛滥成灾。母校三校无可幸免，也遭

到大水灾的侵袭。宿舍、实验室、工艺室、会议室、讲堂、音乐室、舞蹈室、课外活动

中心、储藏室、乒乓馆、美术室、校车等等遭到严重的破坏，急需尽速修复；各种损坏

的设备也必须重新购置，损失估计超过 120 万令吉。母校槟城锺灵国中遭到最严重破坏，

损失估计超过 90 万令吉。目前对母校而言是艰难的时刻，烂泥可以清洗掉，但被破坏的

设施及设备却需要大量的金钱才能解决。因此，本人希望会友发挥“爱吾锺灵”的精神，

慷慨捐献，以解母校燃眉之急。让我们一起努力，协助母校早日筹足“灾后重修校园基

金”，让母校早日恢复原貌，以免耽误学弟妹们的学习进度。  

 

最后，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会更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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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名誉会长 

丹斯里曾永森律师学长荣膺“敦”勋衔 
 

本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曾永森学长于今年 9 月 9 日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

陛下华诞，荣膺“敦”（SSM 一等皇家效忠勋章）勋衔。曾永森学长于 15 年前

曾任国会上议院主席，他同时被誉为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的功臣，为国家作出

巨大的贡献。 

 

本会于 9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 12 时 30 分在

活动中心礼堂举办午宴，庆祝名誉会长丹斯里曾永

森学长受封“敦”勋衔。出席者除了本会理事，也

包括名誉会长梁普锐学长、何木生学长、黄健勇学

长及彭亨州联络员拿督蔡文祥学长。敦丹斯里曾永

森学长荣获我国最高荣誉，乃广大华社之光，锺灵

之光。本会特于 9 月 13 日在《光华日报》刊登贺词，

祝贺丹斯里曾永森学长受封之喜！ 

 

 

 

 

 

 

 

 

 

 

 

左起为：何木生、刘景国、曾永森、梁普锐、杨金龙及黄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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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力克学长分享 
 

“全球经济展望” 

 

本会于 7 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本活动中心礼堂举办上述讲座并

邀请到本会副义务财政潘力克学长前来主讲。由本会智育股主任黄俊翰学长担

任上述讲座的主持人。  

 

潘力克学长详细的为我们分析了美国及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对美国本身及国

际的经济影响力、欧洲国家来年的经济成长的因素、日本的安倍政权及中国的

中共十九大政治因素对未来两国经济成长的影响力及东南亚及大马未来经济成

长的展望。 

 

 在当天的讲座中，出席的会友及家眷约有 50 人；会长拿督刘景国代表本

会送上纪念品予潘力克学长以示感激。讲座会后，本会提供茶点招待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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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淋巴引流法”讲座 

 

本会于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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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am Ong Siew Ling 主讲。由本会资讯股主任黄文金学长担任上述讲

座的主持人。  

 

 在当天的讲座中，出席的会友及家眷

约有 45 人；副会长林福利代表本会送上纪

念品予 Madam Ong 以示感激。讲座会后，

本会提供茶点招待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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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届  (2017)丹斯里曾永森杯 

高尔夫球联谊赛 

 

体育股于 9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 1 时假 Sungai Long Golf & Country Club

圆满成功举办第 12 届丹斯里曾永森杯高尔夫球联谊赛。这次的联谊赛成功吸引

56 位会友、校友、及家眷报名参加。 

 

当天，参赛者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务求挥出最佳的成绩。比赛结束后，

Medal A 组由许庆志学长获得冠军，Medal B 组则由胡文兴学长获得冠军。参赛

者们接着移步到品味海鲜饭店享用有烧猪大餐的飨宴，同时见证颁奖典礼仪式

及参与幸运抽奖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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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学金及奖学金交流会  

本会于 9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本活动中心会议室举行交流会，

邀请贷学金及奖学金受惠者出席，与本会理事及奖学金捐献者进行交流。当天

也安排颁发贷学金及奖学金支票给受惠者。本会会长刘景国、署理会长杨金龙、

副会长蔡伟祺及王宝燕、副义务秘书宋伟清、智育股主任黄俊翰、体育股主任

许汉真、资讯股主任黄文金、广招会员主任张慈鸿以及理事戴丰发，锺启章及

王寿冠出席。奖学金捐献者马俊旋学长也应邀出席。大专贷学金受惠者谢伊捷

（UM-2017）及郭舒敏（INTI -2016）出席，奖学金受惠者李紫宁(2015)、林锦

恩（2016）及黄盈瑄（2017）出席。本会希望借助交流会与受惠者保持密切的

联系，同时向他们灌输立志成才、回馈社会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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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CPR 心肺复苏术 
 

NEW HOPE CPR LEARNING CENTRE 于 9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

到本活动中心礼堂指导 CPR 心肺复苏急救术。副会长林福利及彭国志、智育股

主任黄俊翰、体育股主任许汉真、理事戴丰发及朱智铭出席参与学习。 

 

心脏病是我国的头号杀手，在任何场合及任何时候都会发生，而且抢救的

黄金时间只有短短的 5 分钟。很多人因为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而丧失宝贵的生

命。很多研究报告都证明心肺复苏可以提高心脏病患的双倍存活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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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 2017 年 10 月 8 日（星期日）晚上 7 时正举办一年一度的中秋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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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佳节。当晚出席人数逾

200 人。 

晚会开始时，全体肃立昌国歌及校歌，接着由会长拿督刘景国致词，之后大家

一起享用自助餐。 

本会当晚准备了许多丰富、美味的食物，让出席者吃得尽兴。为了让中秋节显

得更有意义，群育股主任蔡伟明学长准备了制作灯笼的材料，教导小朋友们制作传统

灯笼。小朋友们都很用心及耐心的学习，让我们看了到文化传承的希望，可喜可贺！

蔡伟明学长也安排了提灯龙游行，许多大人及小朋友们踊跃参与，为中秋佳节增添浓

烈的气氛。 

中秋晚会于 10 时左右圆满结束，期待明年的中秋晚会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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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会友之间的情谊及加强彼此的互动，中马锺灵校友会于 12 月 2 日

（星期六）举办本年度第二次一日游。55 名会友和家眷在群育股主任蔡伟明学

长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巴士到劳勿/文冬游玩及品尝文冬榴莲。果王魅力无法挡，

会友和家眷在榴莲园大快朵颐，流连忘返！ 

  

会员及家眷们在老虎山天然榴莲园前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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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痴呆症”讲座 

 

本会于 12 月 3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本活动中心礼堂举办上述讲座，

并邀请到心理及神经精神科顾问朱国运医生前来主讲。本会智育股主任黄俊翰

学长担任上述讲座的主持人。  

在当天的讲座中，出席的会友及家眷约有 80 人；会长拿督刘景国代表本

会送上纪念品予朱国运先生以示感激。讲座会后，本会提供茶点招待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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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才先生 

“探讨迈向 GE14 的我国政局”讲座 

 

本会于 12 月 10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本活动中心礼堂举办上述讲座

并邀请到陈亚才先生前来主讲。本会理事锺启章学长担任上述讲座的主持人。  

 

当天的讲座吸引了约 50 位会友和家眷参加。大家对目前的政治局势深表

关心，希望掌握更多资讯，以便在来届大选好好的把握手中的一票。会长拿督

刘景国代表送上纪念品予陈亚才先生以示感激。讲座会后，本会提供茶点招待

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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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请捐献“母校三校灾后重修校园基金” 
 

母校三校于11月4日遭到大水灾的侵袭，损失估计超过120万令吉。母校槟城锺灵国中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水灾中遭到最严重的破坏。恳请会友发挥“爱吾锺灵”的精神，慷

慨捐献，协助母校度过难关。 

 

 

   

如开支票或网上过账，请付给 PERSATUAN ALUMNI CHUNG LING WILAYAH TENGAH, 户口

号 码 ： MAYBANK 5122 3131 9909 及 注 明 “ 母 校 重 修 校 园 基 金 ” ， 并 电 邮

clobawt@gmail.com 通知秘书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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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活动表 

活动 日期 地点 

一日游 02/12/2017  

（星期六） 

劳勿及文冬 

 “老年痴呆症”讲座 03/12/2017  

（星期日） 

本会活动中心 

“探讨迈向 GE14 的我国政局” 

讲座 

10/12/2017 

（星期日） 

本会活动中心 

冬至晚会 23/12/2017 

（星期六） 

本会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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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