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恕不称呼)  左起：张智勇、锺启章、宋伟清、名誉会长陈忠登、名誉会长黄健勇、刘景国、杨金龙、 

                                    林福利、许汉真、王宝燕、何炽昌、李仕强、刘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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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秉持传承华人传统文化，于 2 月 23 日（星期六）晚上 7 时，在本活动中心

举办晚会庆祝元宵节。虽然农历新年已结束，但会友和家眷还是兴致勃勃,踊跃出

席与名誉会长和理事欢聚一堂庆元宵。晚会开始时，全体肃立唱校歌，之后由会长

拿督刘景国致词。会长呼吁在场约 300 位的会友

和家眷报名参加 3 月 23 日的心肺复苏急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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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课程及踊跃出席 4 月 14 日的有机蔬果讲座；他也向负责筹备晚会的群育股及

落力帮忙的理事及大专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不忘向与会者献上新年祝福。 

 

为了增添新年喜庆气氛，本会特别安排醒狮表演。两头醒狮配合喧天地锣鼓声

不断地在舞动，精彩热闹得令大人、小孩雀跃万分！接着是享用自助餐的时候，当

中的美食包括烧猪两只、Syed Restaurant 报效的印度料理，同时还有本会厨师烹

饪的娘惹美食。本会也安排挥春比赛，吸引了众多书法好手踊跃参与。名誉会长黄

健勇、副义务秘书宋伟清和理事锺启章担任评审。会长拿督刘景国接着派发红包给

现场所有的小朋友

及大专生，以及颁

发奖金给 3 位优秀

的挥春参赛者，即

第一名张朝宗、第

二名黄煦泓及第三

名庄建兴。晚会于

9时许圆满结束。 

 

  

第一名会员 

张朝宗 

第二名 

马大锺灵大专生 

黄煦泓 
第三名会员 

庄建兴 

会长拿督刘

景国致辞 

派发红包 

颁发奖金给脱颖而出的挥春参赛者 

挥春评审：宋伟清、名

誉会长黄健勇、锺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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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的话 

大家好!  

 

农历新年过了，大家带着新年的祝福重新出发，创造更美好的

未来。我谨祝福大家工作愉快，开心、健康每一天！ 

 

2019 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本会从一月份开始积极地举办活动。第一个受邀于 1 月

6 日举办讲座的是南方大学学院的潘永强博士，他为我们分享政治课题“未巩固的

民主：2018 赖丽清警监和赖丽萍副警监于 1 月 13 日讲解年全国大选”。接着，

“网络诈骗大观及防范”，避免不断有人上当破财。本会将于 3 23 心肺月 日举办

复苏急救术（CPR）学习课程。这是一种救助心搏骤停病患的急救措施，通过人工

保持脑功能直到自然呼吸和血液循环恢复。如果我们可以在黄金时间 4 至 6 分钟内

及时采取正确有效的复苏措施，就可以挽救一条宝贵的生命。由于每个学员都必须

动手实习，故只限 30 个名额。希望有兴趣的会友和家眷届时踊跃报名参加。如果反

应热烈，本会或许考虑再开办此课程。接着本会将于 4 月 14 日举办有机蔬果讲座，

敬请期待。 

 

为了方便会友安排时间参加本会活动，本会于年初便订下华人四大传统节日晚会、

会庆及一日游的日期，请会友参阅活动表第 14 页。本会于 2 月 23 日（星期六）庆

祝第一个华人传统节日即元宵节，出席人数约 300 位，由于有醒狮助兴，锣鼓响连

天，再度将新年气氛炒热起来，现场一片欢腾，好不热闹！除了参加活动，本会也

大大鼓励会友在本活动中心办聚餐会。我们希望本活动中心能扮演桥梁的角色，促

相识相知、增进会友之间的联系，也希望新旧会友能借本会举办的活动，进一步的

进感情 加入本，打成一片。本人也希望理事和会友互相配合，积极广招更多的校友

会，让本会这个大家庭持续壮大。 推动会务的发展及筹募经会友强大的凝聚力，在

费上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为母校及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 51 届（2019）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即将于 3 月 15 日及 16 日在奥克兰博物馆

活动中心隆重举行，请与会者届时盛装出席开幕及闭幕晚宴。本会谨此祝愿第 51 届

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圆满成功举行。 

 

最后，我要感谢名誉会长的指导，理事们任劳任怨的付出，还有会友和家眷大力的

支持，踊跃出席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可能将面对更多的机遇

与挑战，但新的一年同时也孕育着无限希望。我相信，只要我们全体上下精诚团结，

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为本会取得新的辉煌！我代表理事会祝福大家猪年行大运，诸

事顺利、事业或学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幸福又安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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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员、大专生及理事交流会（23/2/19） 

本会配合元宵节晚会，于 2 月 23 日晚上 6 时在本活动中心餐厅举行新会员、大专生及理

事交流会。会长拿督刘景国、署理会长杨金龙、副会长王宝燕、义务秘书刘荣发、

副义务秘书宋伟清、奖/贷学金主任何炽昌博士，理事锺启章、王寿冠、李仕强及张

慈鸿出席。共有 18 位大专生及 5 位新会员应邀出席。本会希望通过交流会了解年轻

人的想法，并举办一些能惠及年轻人的活动。 

 

 

 

 

  

（恕不称呼） 

前排左起 ：蔡伟明、李仕强、王宝燕、刘荣发、黄耀论。第二排左起：陈忠登、何

木生、梁普锐、刘景国、曾永森、陈胜尧。后排左起：锺启章、宋伟清、许汉真、潘

力克、杨金龙、戴丰发、林福利、黄俊翰、蔡伟祺、庄学良、张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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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 1 月 27 日早上 10 时，在本活动中心会议室举行 ISO 9001:2015 说明会及训练

课程。当天出席的理事有林福利、王宝燕、宋伟清、黄耀论、王寿冠、蔡伟明、李

仕强、何炽昌、许汉真、黄文金、锺启章、张智勇及张慈鸿。讲解员当天讲解有关

ISO 9001:2008 及 ISO 9001:2015 的区别及详细说明 ISO 9001:2015 的元素如领导、风

险思考、循证决策、关系管理、关注会友需求、程序及改善等。 

 

 

 

 

 

 

 

 

 

 

 

 

 

ISO 9001:2015 说明会及训练课程（27/1/19） 

 

 

 

 

 

 

 

本会于 2 月 17 日（星期日）中午 12 时举办新春聚餐，邀请名誉会长和义

务查账与本会理事一起捞生庆新年。名誉会长敦曾永森、陈胜尧医学博士夫妇、

梁普锐夫妇、何木生局绅夫妇及拿督陈忠登博士教授医生夫妇应邀出席。当天筵

开 3 席，大家一起捞生祝贺、聊天、拍照。整个活动中心充满着喜气洋洋的气

氛，好不热闹！新年新气息，万象更新，本会趁新春佳节与名誉会长们欢聚互

动，同时也慰劳在过去的一年辛劳地为本会付出的理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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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网络诈骗大观及防范(13-01-19) 
 

 

 

  

署理会长杨金龙（左一）赠

送纪念品给赖丽清警监（右

二）及赖丽萍副警监（右

一），左二是主持人锺启

章。 

国内网络罪案日益猖獗，关于网络诈骗案的报道无日无之，尽

管如此，每天仍有不少人上当破财。网络罪案不外乎电话诈骗、非法

集资、爱情包裹和网购罪案，警方屡次敦促民众提高警惕，切勿受

骗，本会因此邀请两位高级警官于 1 月 13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到

本活动中心礼堂讲解网络罪案详情及应对方法。她们分别是赖丽清警

监（目前担任吉隆坡警察总部社区警务部主管）以及赖丽萍副警监

(现任武吉阿曼罪案资料组防范罪案及社区安全组主管）。 

当天的讲座由理事锺启章学长主持，出席的会友及家眷约有 45

人。赖丽清警监及赖丽萍副警监精彩的分享肯定让出席者受惠无穷。

本会署理会长杨金龙学长代表赠送纪念品给两位主讲嘉宾以示感激。

讲座结束后，本会提供茶点招待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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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马来西亚南方大学潘永强博士前来本活动中心

礼堂分享政治课题 本会理事锺启章学长“未巩固的民主：2018 年全国大选”。

担任讲座主持人。  

潘永强博士谈论这次大选政党轮替、民主退潮的因素、为何威权政体具有韧性、

政治调适能力、巫统的自我调适能力、民主转型两大途径、当前政局挑战等课

题。 

 

在当天的讲座中，出席的会友及家眷约有 55 人。会长拿督刘景国代表本会赠

送纪念品给潘永强博士以示感激。讲座结束后，本会提供茶点招待与会者。 

 

  

会长拿督刘景国（左）赠送纪念品给潘永强博士（右），左二是主持人锺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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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星期

六）举办冬至晚会，

逾 180 位会友和家眷

踊跃出席，与理事们

共庆佳节。晚会于 7

时开始，唱过校歌后，

由署理会长杨金龙致

词。署理会长提到地

球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环保乃刻不容缓！本

会理事将从这个晚会开始以身作则，用自己带来的筷子。他呼吁与会者下一次带自己的餐

具来，减少依赖塑料餐具。署理会长也呼吁会友和家眷响应“光盘行动”，避免浪费食物。

接着大家一起享用本会安排的自助餐及享用汤圆。正所谓“过冬大于年”，吃过汤圆表示

大家又长了一岁。晚会于 10 时左右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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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86 年毕业同学

联谊会承办之 2019年锺灵校友新春大团拜于 2 月 7 日（星期四）晚在母校锺灵国中大操场

成功圆满举行。名誉会长黄健勇、会长拿督刘景国、副会长蔡伟祺、义务秘书刘荣发、义

务查账黄耀论、群育股主任蔡伟明、资讯股主任李仕强、广招会员主任张慈鸿及理事叶展

溢出席。当晚，筹委会安排一系列的精彩节目，有战鼓、舞狮、烟花爆竹、挥春、猜灯谜、

照相模型、著名歌手献唱等。

校友们趁此新春佳节与久违

的恩师及老同学聚首共叙旧

情之际亦可携带家眷参观母

校校园，相信对所有锺灵人

而言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温馨

聚会。 

董事会/槟城友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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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河姆渡之声”——第 14 届长三角民族乐团展演 

北锺华乐团荣获《最佳演奏奖》 
 

2018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主题为“河姆渡之声”的第十四届长三角民乐团展演在浙

江余姚市高风中学隆重举行。北锺华乐团由陈敬华副校长、伍丽英副校长以及林传山副校

长带队，顾问老师林美芳、尤雪雁、周素燕率领 63 名参演学生，教练林顺发老师协同工作，

一起参加了这次民乐盛会。 

 

 

 

 

 

 

 

此次参演曲目是《海印钟声》，由作曲家刘长远创作，曾入围第 29 届传艺金曲奖《最

佳创作奖：作曲类》，作品以海边传来海印寺的钟声为题，刻画金门人的生活；中间段落

不谐和的和弦，则带出炮火连天的战地岁月。团员们在副校长、顾问老师以及教练的带领

下齐心协力、加班加点，最终取得好成绩，获得了“最佳演奏奖”。 

   

 

 

 

 

 

 

 

  

北海锺灵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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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全槟中学舞蹈观摩赛 

北锺文化舞蹈团获得金奖 

 

北锺文化舞蹈团在 2018 年度全槟中学舞蹈观摩赛中表现精湛，荣获金奖。北锺

参赛的舞蹈是《稿西尾嘿》，由陈舒恩同学领舞。 

  

 

居林佛教会青年团戏子空间主办 

2018 年度第 16 届舞蹈观摩赛 

北锺文化舞蹈团获得亚军 
 

北锺文化舞蹈团在居林佛教会青年团戏子空间所主办的 2018 年度第 16 届舞

蹈观摩赛中表现精湛，荣获亚军。北锺参赛的舞蹈是《苗山倩影》，由林静雯同

学领舞，舞蹈员则是文化舞蹈团中一至中三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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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第 5 届云顶马来西亚国际音乐艺术节 

北锺华乐团与铜管乐团载誉而归 
 

马来西亚国际音乐艺术节被称为 MIMAF，成立于 2014 年，目的是为年轻人提

供一个在支持和非竞争性环境下的交流展演机会。在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四

天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近两百多支队伍在云顶国际会展中心参加了展演，

表演形式多样化，使 MIMAF 成为我国参与国家最多、形式最多的艺术节。北锺华乐

团及铜管乐团参加了这次的盛会，收获颇丰。 

 

 

 

 

 

 

 

北锺华乐团一共有 168 名学生，5 名老师参加这一届的国际音乐艺术节，参加

项目包括华乐小组合奏与大组合奏，弦乐、直笛合奏以及打击乐。华乐团一共获得

4 个荣誉金奖、2 个金奖、3 个银奖以及 1 个铜奖： 

荣誉金奖——华乐大队合奏《海印钟声》、弹拨乐《胡旋》、打击乐《东征西战》 

金奖——弦乐合奏 A 队《Danse Bacchanale》、弦乐合奏 B 队《Highlight From 

Moana》 

银奖——华乐小队合奏《框外的油彩》、直笛合奏《Ode to Joy》、琵琶重奏《赶花

会》 

铜奖——弦乐合奏 C 队《Viva La Vida》 
 

 

 

 

 

 

 

 

校长刘霖和与全体华乐团团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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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锺苏艳美老师荣获 2018 年度全槟课外活动卓越老师奖 

 

北锺陈思明老师荣获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颁发 

《海外华文教师贡献奖》 

  

 

北锺铜管乐团的 82 名团员以及 5 名老师参加了这一届的国际音乐艺术节。铜

管乐团在以下 5 个项目中获得金奖，可喜可贺： 

管乐团 Wind Orchestra：金奖 

打击乐合奏 Percussion Ensemble：金奖 

次中音号四重奏 Euphonium Quartet：金奖 

单簧管四重奏 Clarinet Quartet：金奖 

萨克斯四重奏 Saxophone Quartet：金奖 

 

  

 校长刘霖和与铜管乐队全体成员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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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玻鍾靈校友会附属乐龄歌舞俱乐部于二月十五日晚在亚罗士打囍缘冷气大酒楼

举办聚餐舞会，吉玻锺灵校友会理事受邀出席。 
 

左起：陳振能，杨协庆，黄奕水，陳抗香局绅，廖国权，赵国连，陳家才 

                  及郑时锦 
 
 

吉玻锺灵校友会 

 



14 
 

2019 年活动表 

活动 日期 地点 

第 54 届会员大会 03/03/19（星期日） 本会活动中心 

第 51 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 
15/03/19 – 16/03/19 

（星期五及星期六） 

奥克兰博物馆活动中心 

(纽西兰) 

心肺复苏急救术课程 
23/03/19（星期六） 本会活动中心 

“有机蔬果”讲座 14/04/19（星期六） 本会活动中心 

一日游 20/04/19（星期六） 适根庄 

端午节晚会 09/06/19（星期日） 本会活动中心 

一日游 27/07/19（星期六） 待定 

第 57 周年会庆晚宴 17/08/19（星期六） 崇文华小 

中秋晚会 21/09/19（星期六） 本会活动中心 

冬至晚会 21/1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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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黄俊翰   李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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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