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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 8 月 17 日（星期六）晚上 7 时，假吉隆坡崇文华小礼堂举行晚宴，筵开 51

席。本会全体名誉会长、理事同仁、会友和家眷、各地校友、华团及媒体代表齐

聚一堂，庆祝本会成立第 57 周年纪念。 

 

大会主席暨本会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致辞时表示，锺灵十大信条即“纪律化、尊

重、忠诚、勤俭、谦恭、勇敢、清洁、乐群的、乐观及进取”是锺灵生于 1937 年

开始所遵守的行为准则；它塑造了学生们高尚的品格，也成功引领许多锺灵生走向

成功。大会主题“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构思自十大信条第一条“纪律化”。

他希望锺灵人谨记十大信条的教诲并加以发扬。他也赞扬三校学生在董事会及三校

校长的密切合作及配合之下，学术成绩、运动及课外活动三方面皆表现亮眼，尤其

是国际赛事更是频频夺冠，为母校及国家增光。署理总会长拿督林界成学长致辞

时，赞扬本会是一个活跃及重视公益的校友会，除了处理总会大专贷学金事宜，也

不时举办讲座，让母校三校学生受惠。他也呼吁校友们踊跃报名参加将于北京古北

水镇举行之第 52 届（2020）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母校三校董事会主席拿督斯

里郭显荣学长提到，锺灵创校百年，底蕴深厚，在提供优质教育方面，在内在外皆

拥有各项有利的条件。学校拥有董事会、校友会、同学会以及家协作为强大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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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恕不称呼）：名誉会长陈胜尧、北海锺灵校长陈敬华、锺灵独中校长吴维城、槟城锺

灵校长朱圣保、槟城友会总务方森源、署理会长杨金龙、副会长林福利，名誉会长：陈忠

登、黄健勇、梁普锐及曾永森，会长刘景国、董事会主席郭显荣、署理总会长林界成、名

誉会长何木生、霹雳友会会长张叔权、副会长王宝燕及会庆筹委会主席刘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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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拿督刘景国(左)移交模拟支票 RM25,000 给独中

校长吴维城 (右)，董事长拿督斯里郭显荣(中)见证。 

盾；这其中，校友会的完善结构，充沛的资源，而校友们的智力优势，行业的知

识，加上丰富的社会历练可以给予在籍的学弟妹们各专业领域的引导，对提升母校

的实力和声誉事半功倍。最近母校 2名学弟远赴美国参加英特尔国际科学及工程大

奖赛，在众多优秀的世界尖顶学子中脱颖而出，成功以“新颖及对生态友好的杀蚊

剂”夺得化学组一等奖；在这项比赛里，除了学弟们本身的努力外，也获得两位大

学讲师校友的从旁协助，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大会主宾，农业与农基工业部副部长 YB 沈志勤学长，因临时必须参加另一个官方

活动，而未克席。本会邀请霹雳锺灵校友会会长张树权学长代读 YB 沈志勤学长的

演讲稿。YB 学长提到锺灵中学是一间卓越且历史悠久的中学。自建校以来，培育

了无数的新生代，为国家的建设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锺灵”被公认为是优秀

的学校，一个卓越的品牌。他因自己出自锺灵这所名校而倍感骄傲，从而打开了

各种机会的天窗。他认为校友可以通过校友会的平台报答母校的培育之恩及广大

的社会。YB 学长也赞赏锺灵中学一路以来在推动中华文化和艺术的同时，也重视

我国多元文化的发展。华裔普遍上在商业领域表现良好，但他认为华裔也应该献

身于公民社会和政府部门，以便在制定公共政策上献一份力。他也不忘鼓励更多

年轻的华裔子弟投身公共服务领域，参与影响我国平民生活的决策。虽然公务员

的工资和前途比其他行业较逊色，但身

为制定公共政策一份子的影响力及有机

会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谈判，那种满足感

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本会向来从各方面支持母校三校包括筹

款 。 今 年 筹 获 母 校 三 校 发 展 基 金

RM56,300。当晚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代

表将发展基金模拟支票移交给董事会主

席拿督斯里郭显荣学长。👉【图右：左为

拿督刘景国学长，右为拿督斯里郭显荣学长】 
 

接着在拿督斯里郭显荣学长的见证之

下，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将另一张

RM25,000 的模拟支票移交给锺灵独中

校长吴维城学长。这是本会从今年开始

支持母校的另一个项目，即参与锺灵独

中的课外活动赞助人计划 5年。 

 



3 
 

会长拿督刘景国(中)移交奖学金模拟支票

RM32,000 给卢京佑(右)，何炽昌博士(左)

见证。 

本会奖学金主任何炽昌博士学长当晚也

陪同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移交奖学金模

拟支票 RM32,000 给北海锺灵学生卢京佑

学弟，赞助他在理大 4 年的学费。这笔

奖学金由马俊旋学长所捐献。马学长这

些年来慷慨解囊，一共赞助了 5 位优秀

的锺灵生在本地大学深造。他无私的奉

献令人敬仰，他的善举也成为了众锺灵

人学习的楷模。本会这十年来已协助母

校栽培 22 位人才，所颁发的奖学金高达

RM708,000，感谢多年来慷慨奉献的会友

和校友。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会友和校加

入本会这个栽培人才计划，让更多学弟

妹受惠。 

 

在我国各州及世界各地成立的每一个校友会或联络中心都是强大的平台。有这些

校友会或联络中心的支持，母校的发展更加如虎添翼。大会主席暨本会会长拿督

刘景国学长呼吁所有的会友及校友继续支持母校，永远为母校的发展护航！ 

 

今年的余兴节目从司仪、华乐演奏、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到演唱，都由北海锺灵的学

生包办。他们也不负众望，呈现超水准的表演，赢得掌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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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的话 

 

 

 

大家好！我们又通过本期会讯见面了。很高兴我们所面对的

烟霾逐渐消散，学校也已全面复课，人们的生活也逐渐的恢

复正常。希望我国政府能正视每年发生的霾害问题，并彻底

地解决这个影响个人健康及造成困扰的问题。国人应提高环

保意识，勿因个人私利污染环境，祸害千千万万人！ 

 

本会于8月17日在吉隆坡崇文华小礼堂隆重庆祝成立57周

年。感谢会友、校友及所有的嘉宾盛情出席，与本会同欢共

庆！当晚的余兴节目由北海锺灵四十多位的学生负责。本会

轮流邀请三校的学弟妹到来助兴，借此与母校三校保持密切

的关系，同时学弟妹们也获得表演机会及有机会认识校友

会，可谓一举三得。在此，我也要感谢由本会义务秘书刘荣

发为首的会庆筹委会，感谢这个团队发挥了爱吾锺灵的精

神，群策群力，合作无间，俾使晚宴圆满成功举行。 

 

本人也要特别感谢理事们落力筹款以及感激会友们的热烈响

应，使本会每一年都可以实现筹措发展基金至少五万令吉的

目标。 

 

继会庆后，本会分别于9月21及22日举行中秋晚会及智能手

机工作坊。接下来，本会将于9月29日举行“维他命，保健

品——好与坏”讲座，10月23日将举行由陈亚成学长所赞助

的流行歌曲音乐会。这一次的音乐会将由Lyia Meta主唱。Lyia 

Meta 是我国一位实力派的创作歌手，唱功了得，获奖无

数，不容错过！届时，希望会友和家眷踊跃出席，支持上述

两场活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本会将积极安排更多迎合会

友需求的活动，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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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                          
                                  

 

智能手机应用（22-09-2019） 

本会于 9 月 22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举行智能手机应用工作坊，吸引了约 55 位会友和

家眷参加。当天的学习内容包括导航系统、电邮、通讯软件（Whatsapp，  Wechat，

Line）、社交软件（Facebook, Instagram, Linkedin）、电子钱包介绍、注意手机安全

（安全更新、安装应用程序、密码管理及何谓多重认证）及无现金社会的趋势。资讯股

主任李仕强（下图讲员）和股员黄文金以及理事张慈鸿和庄学良耐心地讲解及指导学

员，而学员个个都很用心地学习手机上的各种功能。希望学员当天收获良多并学以致

用，将当天所学应用在日常生活上，为自己带来最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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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                          

 
 

“性短片风暴后，安华还是第 8 任首相吗？” 
（04-08-2019） 

 
 

 

 

 

 

 

 

 

 

 

 

 

 

 

 

 

 

 

 

主讲嘉宾蓝志锋

学长是槟城锺灵中学

1996 年的中五毕业生，

之后在新山工艺大学修

读产业管理。目前是全

马第一家中文财经电

台，CITYPlus FM 的内

容经理。 

蓝学长曾在印刷

媒体工作 16 年，从纸媒

到网媒，曾任专题作

者、采访记者、新闻编

辑，以及电子新闻主

编。他长期关注时事政

治议题，是国内电视台

和电台的评论员，也是

报章的专栏作者。 

 

当天的讲座由智育股主任黄俊翰学长主

持，出席的会友及家眷约有 65 人。👆本会

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上图左)代表赠送纪

念品给蓝志锋学长（上图右）以示感激。

讲座结束后，本会提供茶点招待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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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马股 2019 年机遇与挑战” (28/07/2019) 
 

 

 

 

 

 

 

 

 

 

 

 

 

 

 

 

 

 

 

 

 

 

本会于 7 月 28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活动中心礼堂举办“马股 2019

年机遇与挑战”讲座，由庄学勤博士学长主讲。当天约有 50 位会友和家眷出席

聆听。本会义务秘书刘荣发学长担任主持。 

 

讲座结束后，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代表本会赠送纪念品给庄学勤博士学

长。 

 

 

 

 

 

 

 

 

 
 

 

 

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左) 赠送纪念品给庄学勤

博士学长(右)。 

庄学勤博士学长于 1987 年毕业于 

母校锺灵中学， 之后荣获马来西亚理

科大学金融博士学位。目前是理大的

名誉讲师，同时也是 CHK Consultancy

的财務顾问及 3 间上市公司的独立非

执行董事。庄学长时常被各报媒体如

星洲日报、pocketimes 和 Melody FM 采

访跟股市相关的话题。在这之前，庄

学勤博士学长在 A.A 安东尼证券行服

务 15 年以及在宏愿开放大学和拉曼大

学担任助理教授。庄博士学长也是合

格财务规划员，以及特许秘书及行政

协会的附属会员。他主要的研究兴趣

是在投资及行为金融学。他的研究报

告在世界多个国家刊登。 

 

 

庄博士学长当

天售卖自己的

著作，并将所

得全数捐献给

母校充当三校

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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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拿督刘景国(左) 赠送纪念品给 Ms 

Gillian (右)；中者为智育股主任黄俊翰。 

 讲座 

“药物的安全处理及管理”(23/06/2019) 
 

 

 

本会于 6 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活动中心礼堂举办“药物的安全处理

及管理”讲座，由 Caring Pharmacy 的 Ms Gillian 主讲。出席聆听的会友和家眷约 40

人。本会智育股主任黄俊翰学长担任主持。 

 

主讲嘉宾 Ms. Gillian 来自东马沙

巴州。她于 1996 年 考获英国 Portsmouth

大 学 的 药 剂 系 学 位。大学毕业后于

1998 年在英国医院 服务至 1999 年，之后

在英国一家连锁药 剂公司（Boots）担任

药 剂 师 兼 经 理 一 职。除了店里面一般

的工作，她也积极 参与其他服务如药物

使用检阅、戒烟咨 询、新药物咨询、管

制 药 物 监 督 （ Methadone 

Supervision）、针 头交换计划（Needle 

Exchange Scheme）、护理中心

服务、社区剂量系 统 （ Community 

Dosage System ） 等，也曾经为护理中

心提供药物管理培 训。Ms. Gillian 于

2005 年为 Boots 增 购一家护理中心，进

而增加了药物的收入 19%。2010 年回国后，

Ms. Gillian 加 入 Caring Pharmacy 担任

分行经理兼药剂师至 今。她将在英国累积

的经验与知识应用在新公司，并积极参与健康醒觉活动包括担任主讲嘉宾，也举办慈善

活动如拜访老人院及护理中心，免费提供药物管理培训。Ms. Gillian 分别于 2010 年

及 2012 年荣获 Caring Pharmacy 的  “ Excellence in Pharmacy Practice”及

“Pharmacist of the year”奖项。 

 

在问答环节，Caring Pharmacy 赠送测量血糖仪器给 5 位答对的会友和家眷，以

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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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游 

吉胆岛 (27/07/2019) 
 

 

本会于 7 月27 日 (星期六) 举办今年第二次的一日游, 59名会友

及家眷在群育股主任蔡伟明学长的带队下到吉胆岛 (Pulau 

Ketam) 打卡！ 

 

吉胆岛顾名思义盛产海鲜尤其是新鲜的螃蟹。全岛位于

潮汐线下，以红树林为植被。岛上多为潮州人及福建

人，有两个渔村，即吉胆村及五条港村，另有一个2000年

左右迁至两村之间的原住民小聚落。 

 
会员与家眷们于早上10时在巴生南港

客运码头集合，然后乘船前往五条

港。抵达后由村长陈清水先生带领

参观岛上唯一的小学，接着享用爱

玩客旅游节目介绍的美味午餐。下午

参 观刘家庄手工糕点制作厂，之后再前往

吉胆岛。大约下午3时30分，会友及家眷们乘

船参观海上养鱼场，然后在船上享用花蟹炒米

粉。吉胆岛之旅在享用过下午茶后圆满结束。

会友及家眷们乘搭下午5时30分的船返回巴生

南港客运码头，再各自回家。希望这趟吉胆岛

之旅带给会友和家眷美好的回忆，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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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29-06-2019） 

                    半日游 

 

 

           

本会 41 位会友及家眷于 6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9 时 30 分在资讯股主任李仕

强学长的带领下，前往参观位于史里肯邦安华总大厦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是我国首家最全面展

示大马华人历史的博物馆，依据历史时间

线的演变，复原了历史原貌并客观展现大

家眼前。该馆结合现代科技，打破一般博

物馆给人沉闷的刻板印象，透过扩增实境

（AR）技 术，让参观者以非

一般的体

验 ，真真

实 实 地 感

受 大 马 华

人历史。当天有导览员全程陪同参观及讲解至

上午 11 时结束。接着大队启程前往史里肯邦安

著名的叶仁茶餐室新山肉骨茶享用午餐。午餐

结束后，会友及家眷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家。这次的博物馆之

旅肯定让大家大开眼界，进而对我国华人历史有新一番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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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类联谊赛 

第 14 届高尔夫球联谊赛（2019 梁普锐杯） 
 

本会于 7 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 1 时 30 分假 Kota Seriemas Golf & 

Country Club, Nilai 举行第 14 届高尔夫球联谊赛（2019 梁普锐杯）。这次的联

谊赛成功吸引 44 位会友及校友报名参赛。黄振达学长当天发挥超高的水准，成

为 Medal A 组冠军。体育股当晚在隆盛佛跳墙大酒设宴慰劳参赛者，并举行幸运

抽奖及颁奖给本届赛会所有优胜者。 

 

 

 

 

 
 名誉会长梁普锐学长(右)颁

发奖杯给冠军黄振达学长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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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 

庆祝中秋（21-09-2019） 

本会于 9 月 21 日 （星期六）晚上 7

时，在活动中心 举 行 中 秋 晚

会，约 140 位会友和家

眷 欢 聚 一 堂庆祝一

年当中最 浪漫、温

馨的传统 节日。虽

然 烟 霾 来 袭 ， 但 不

阻大家庆中 秋的热情。

在唱过校歌后， 晚会正式开始。

副会长林福利致辞时， 向在场的名誉会长、理

事、会友和家眷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希望会友通过本会举办的活动，互动交流，

联络感情。他不止希望本会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壮大，更希望会员之间相处融洽，

情同手足，携手一起为母校及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群育股当天安排了冰皮月饼

制作，吸引了很多会友和家眷的参与。大家围在一起动手制作相信是很多人人生

中的第一块月饼，意义非凡！大 人小孩越做越起劲，每个

人都做了很多块月饼，忙得 不亦乐乎！很高兴大

家都很喜欢制作月饼这个 项目，也相信他们

当晚吃的冰皮月饼是有 史以来最好吃的！ 

 

 

 

 

 

左起:蔡伟祺、名誉会长梁普锐和

黄健勇、林福利、何炽昌、李仕强

(右 1)、蔡伟明(后排)。黄耀论、林

达文、张慈鸿及庄学良不在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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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会 

庆祝端午节暨颁发 2019 年度会员/会员子女学业奖励金典礼

（15-06-2019） 

 

 

 

 

 

 

 

 

本会于 6 月 15 日（星期六）晚上 7 时，在活动中心举行端午节晚会暨颁发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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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由副会长林福利学长致词。接着大家一起享用本会准

备的各种美食，即 Syed Restaurant 报效的印度料理及本会厨师烹饪的道地美

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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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位会员的家眷参加。 

流程的最后一个项目为颁发一年一度的会员/会员子女学业奖励金。今年受惠

的会员子女共有 61 位。👇名誉会长梁普锐学长（左一）和黄健勇学长（左

二），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右二）以及副会长林福利学长（右一）代表颁发奖

励金给受惠者。 晚会于 9 时许圆满结束。 

 

全体与会者起立唱校歌：左起蔡伟祺、王宝燕，名誉

会长黄健勇、何木生及梁普锐，刘景国、 林福利、刘

荣发；后排左起林达文、黄耀论、锺启章、许汉真、

何炽昌、张智勇及王寿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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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学及职业辅导讲座 

第一场 @ 锺灵独立中学（15-06-2019 ） 

本会升学辅导小组于 6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9 时 30 分至下午 12 时 30 分，在

母校独中讲堂举办升学及职业辅导讲座。当天的讲师分别为何炽昌博士学长、张

炳祺博士学长、罗燿菎律师学长、黄永斌专业工程师学长、刘中林教授学长及陈

伟丰硕士学长。国立大学学生陈达乐学长分享新生应该准备的事项。母校锺灵独

中校长吴维城学长、槟城锺灵国中校长朱圣保学长、辅导老师和百余位母校锺灵

独中及槟城锺灵国中的学弟妹们应邀出席。在问答环节，学弟妹们都很踊跃地发

问。 

 

 

 

 

 

 

 

 

 

 

 

 

刘中林教授学长 

（化工） 

何炽昌博士学长 

（化学） 
 

张炳祺博士学长 

(媒体与通讯) 

陈伟丰硕士学长 

（工商管理） 罗燿菎律师学长 
黄永斌专业      

工程师学长 

国立大学学生

陈达乐学长 

讲

师

阵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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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学及职业辅导讲座 

第二场 @ 北海锺灵中学（14-09-2019 ） 

本会升学辅导小组于 9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9 时 30 分至下午 12 时 10 分，在

母校北海锺灵国中“含英咀华”大讲堂举办升学及职业辅导讲座。当天的讲师分

别为何炽昌博士学长、刘中林教授学长、黄书育学长、黄婉君律师学长、伍奕䚡

学长及宋顺发学长。母校北海锺灵代校长陈敬华学长、辅导主任舒永发老师等与

学弟妹们约百余位，应邀踊跃出席。在问答环节，学弟妹们都很踊跃地发问，获

益匪浅。 

 

 

 

 

 

 

 

 

 

 

 

 

 

 

 

 

 

 

 

 

伍奕䚡学长 

(会计与金融) 

 

 

何炽昌博士学长 

（化学） 

刘中林教授学长 

(化工) 黄婉君律师学长 

宋顺发学长 

(电子电气工程师) 

 

黄书育学长 

(工商与营销) 

 

讲师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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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灵之光 

 

恭 贺 荣 膺 “丹 斯 里” 勋 衔 

本会会员暨 奖贷学金小组委员，也是

拉曼大学校长， 蔡贤德教授高级院士学长

于 9 月 9 日，我 国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陛

下庆祝华诞时， 获封“丹斯里”勋衔。 

 

丹斯里蔡贤德博士教授高级院士学长是一位杰出的科技领航者，他于 2014 年荣

获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nstitu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

颁给院士荣衔。这是 IEEE 会员的最高级别，也是业界公认的殊荣。丹斯里学长是锺灵

中学 1981 年中六毕业生。他接着在马大深造并分别于 1986、1988 及 1992 荣获马大电

气工程一级荣誉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1988 年 7 月至 1997 年 4 月期间，在马来亚大

学电气工程系任教。从 1994 年 3 月至 11 月，成为美国 Texas 大学 Arlington 分校，

The Wave Scattering 研究所的一名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他的研究兴趣

包括微波遥感、应用电磁学以及户内户外通信波动学，在国内外获奖无数。丹斯里学长

从 1997 年 5 月至 2008 年 1 月担任多媒体大学的资深教授，期间担任职务包括研究与发

展中副所长、工程学院院长及研究院主任。从 2001 年 6 月至 2008 年 1 月，他负起了槟

州政府在 MMU 的 ICT 教授职责。 

丹斯里长于 2008 年 4 月起受委为拉曼大学校长；掌校了 11 年的丹斯里学长即将

于 9 月 30 日正式荣休，告别拉曼大学（优大）。在丹斯里学长的领导之下，优大成功

于 2015 年迁校至双溪龙，让优大有了永久校址；2010 年创办医学和保健科学学院，目

前如火如荼兴建医院，预计优大将于 2021 年拥有自己的医院，为优大生及民众提供可

负担医疗服务；优大也致力于国际接轨，分别和来自世界各地超过 350 所知名高教学府

及企业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而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更超过 60 个，其中包括天津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广西财经学院、华

为、阿里巴巴、芒果娱乐、中济建设等，也与本土公司合作如 ViTrox Corp 高科技公

司等。优大也获教育部属下大马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的自行认证资格，同时也成

立校内“企业孵化器”中心，让毕业生毕业后 6 个月内享有高达 95 至 97%的就业率。优

大在 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和 2018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分别

名列 501-600 名和 100 名以内，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马来亚大学，可喜可贺！ 

丹斯里蔡贤德教授高级院士学长在高教领域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如今获得国家

的肯定及认同，实至名归，乃我国广大华社之光及母校锺灵之光。本会全体名誉会长、

全体理事同仁及会友以丹斯里学长为荣！ 

丹斯里蔡贤德博士教授高级院士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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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锺灵国际模拟联合国交流营 开幕典礼（10-07-2019） 
  

 7 月 10 日（星期三）营员到达本校后，在学长的带领下参观学校四周,并和校友、贵宾

在草场上拍大合照。参与学校有槟城锺灵中学、北海锺灵中学、槟城锺灵独立中学、菩

提中学、中国北京第十一学校、中国福建惠安荷山中学、中国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中国西安第八十五中学、台北市立丽山高级中学和泰国 Srithammaratsuksa 中学。 十

一时三十分，开幕仪式正式开始。校长感谢所有人的支持与付出并希望这届能比往届更

好，也希望营员能好好享受这次的交流营。接下来，在李嘉乐学生的指挥下，华乐会员

演奏了《欢聚》。拿督斯里郭显荣和筹委会主席林金成先生分别在致词时表示很高兴看

到各校学生积极参与，这能让营员们互相了解各国文化。希望本校多举行这类型活动，

也希望营员们可以充实自己。大约十二时半，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先生光临本校。曹首

长观赏由蔡祺益指挥的管乐团演奏的《How To Train Your Dragon》后，致词。他很

高兴锺灵举办了此类活动，表示学生不应只用功学习，还要学会沟通与思考。他也希望

能从中培养更多人才。首长希望营员玩得开心之余也能认识新朋友。过后，曹首长在校

长与郭董事的陪同下主持开幕。 

    国际模拟联合国交流营的第三天，营员分配成两组分别到礼堂和讲堂进行活动。礼

堂和讲堂内都提供网络予营员使用。模拟联合国会议在八点二十五分正式开始。营员扮

演各国代表参加模拟会议。各国代表有一分钟时间致词，有意投票决定结果的代表则拥

有三分钟的时间提出意见。若有话想告诉他人，将以传递纸条的方法来沟通。两组营员

的会议主题分别为保护在冲突区的历史性建筑和可持续技术的未来发展。各国代表提出

问题并围绕着主题互相讨论。营员在会议中都积极地发表意见，场面极为激烈。进入自

由讨论环节时，各国代表可毫无顾忌地随意走动和其他代表沟通和讨论来巩固自己的立

场。他们也制作了草案并作出呈堂分享。在此五天四夜的交流营里，学员除了学习外，

也有机会到直落芭巷的 Escape Theme Park 玩乐和古迹区游览，放松心情之余，也能

一览槟岛之美。 
 

 
  

 

 

 

 

 

 

 

槟城锺灵中学 

槟城首席部长

曹观友先生致
词 

董事会主席拿

督斯里郭显荣

致词 

筹委会主席林

金成先生致词 

学生警察团列队带领嘉宾入场 鸣锣仪式 

孙俊宏 梁永霖 联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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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风起》 参访锺灵中学（11-07-2019） 

《华夷风起》是一场由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哈佛大学东亚

语言与文明系以及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槟城文史研习营。这场研习营

的主要目是深化并开拓各地青年的人文研究新视野，增广对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历

史文化之了解；另一方面让营员互相学习，并促进更深入，跨学科与跨领域间的交流与

对话。研习营的田野教师与营员们在研习营主持人，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高嘉

谦的带领下，于 7 月 11 日到访我校。他们在讲解员的陪同以及讲解下参观了收藏我校

历史文物的文物馆，然后参访抗日罹难师生纪念碑和了解当年本校的抗日史。营员以及

田野教师们在怀泽堂前拍下大合照。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相信营员们

在经过这次到访后，对我校校史以及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和历史文化都有更深刻的了

解。 

 
  
 

 
              

            
 
 
 
 

锺中 2019 教师节庆典 (28-06-2019)                       
本校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举办教师节庆典。今年的庆典由麦永强老师和学长

团策划。主题为“教师，照耀民族的神圣火炬“，摘自文学家 A.Samad Said 的诗歌

《OborHemah》。当天，Cikgu Nuraini Omar 代表教育总监致词；学生代表杨翊楷同学向

谆谆教诲的老师们致谢，同时希望学生们敬重师长，不辜负恩师的期望，并祝老师们身

体健康，教师节快 乐。家教协会主

席黄长和先生在致辞 中表示塑造国家

栋梁，教师功不可 没，学生们应涌

泉相报，并对教师们 表示祝福。朱圣

保校长希望老师在教 学上勇于创新，

重点培养学生们的软 技巧以及做人的

道理，也不忘叮嘱锺 灵学子时刻谨记

师长教诲，回报恩 情。校长更带领

全体学生喊 “谢谢老 师 ，

TerimaKasihCikgu！ ”，以答谢老师的教育之恩。全体老师一起高歌了 “Kami Guru 

Malaysia”。当天也安排颁发奖助学金和学业成绩优异奖环节，以表扬成绩优异的学生以

及帮助家境贫寒的学子；奖学金由已故林锡猷局绅及校友骆坚成所赞助。切蛋糕仪式后

观看有关教师创意教学的动人影片以及师生们回忆照片的合集。叶劲华同学演唱

《TerimaKasih》，《Fight Song》以及《电音之王》。合唱团合唱《感恩的心》，《You 

Raise Me Up》以及《KimiUtaEyo》，为教师节庆典画上完美的句点。 

研习营的教师

与营员们参访

文物馆。 

 

哈佛大学杜维

铭教授(左）赠

茶叶予朱圣保

校长。 

槟城锺灵中学 

李智恒 林加乐 

联合报导 

王伟安 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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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中校闻电子报推介礼》（26-06-2019） 

 

     本校于 6 月 27 日在怀泽堂举办《锺中校闻电子报推介礼》。当天上午 9 时，朱圣

保校长、槟城锺灵董事会总理胡万奔先生、家教协会主席黄长和先生、家协理事、副校

长们在高中三与先修班学生的掌声下入席。朱圣保校长在致辞中给大家介绍了锺中校闻

的发展史。锺中校闻始于 1946 年，历经了种种改革，不断跟上时代的脚步，与时并

进。从周报改为半月刊、从黑白印刷改为彩色印刷、从 A3 的校闻报刊改成了 A4 等。

《锺中校闻》的版头更是由管震民老师所书写。朱校长也对为锺中校闻付出心血的历代

校友、老师以及如今的校闻会员表达谢意。他也恭喜锺中校闻即将开启电子报的新时

代，电子报不仅传播效率远胜从前，成本开支上更是大大减轻了校方的负担，也响应了

环保的重要。随后，朱校长邀请董事会总务胡万奔先生一同试用电子报，见证锺中校闻

迈入电子时代，创下一大里程碑。上午 10 时，推

介礼在嘉宾们拍下大合照后圆满结束。 

  

 

 

美术研究会美术展 （19-06-2019 至 21-06-2019） 
 

 本校美术研究会从 6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怀泽堂及灵秀画廊举办了为期 3 天的美术展，

时间于早上 8 时半至下午 4 时半。美术研究会于 20 日举办开幕典礼，除了本校朱圣保

校长，课外活动副校长郑毓敏师及锺灵中学美术主任 Pn. Noor Mastura bt. Ismail 出席

以外，美术研究会更是邀请了槟州教育局学术管理部官员、音乐及美术部副主任 Pn. 

Sairah bt.Adbullah，及其助手。 

 

这次美术展所展览的都是来自在籍学生或者学校校友的作品，今年所有作品都是非卖

品，所展览的物品比往年更多样化，其中包括水彩画、水墨画、油画、素描、刺绣、编

织品及印刷作品。与往年不同，今年美术研究会的同学在大门旁设置了一个巨大的看

板，让到访者在上面签名留念。为了增加该团的活动经费，美术研究会也在礼堂后方开

设一个摊位，售卖别针给学生们。由于价格便宜合理，许多学生都选购了自己喜欢的别

针，帮助美术研术研究会筹得不少经费。美术展于 6 月 21 日圆满落幕。 

   
  
 
 
  
 

 

槟城锺灵中学 

林首均 报导 

许瑞哲 报导 

美 术 展 的 开 幕 仪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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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动（一） 

 
 

北海锺灵中学 

先修班学生参加于 8 月 3 日由槟城黄

氏宗祠举办的精神健康认知深浅一谈

讲座。 

8 月 23 日，先修班辅

导学会在礼堂举办奖学

金资讯日。 

5 位学生获得新加坡奖学金，将

于 2020 年到新加坡中学深造。 
升学辅导讲座——“选读

先修班的好处”。 

先修班太极学会于 8 月 13 日至 15 日举办陈式太极拳培训营。 



21 
 

 

 

近期活动（二） 

24-08-2019 北锺越野赛跑 26-07-2019 

锺灵三校联合运动会 

北海锺灵中学 

27-07-2019 北锺食堂日 27-07-2019 北锺家长日 

28-06-2019 北锺 

洪筱娉老师荣休仪式 

22-03-2019 北锺 

黄丽雪老师荣休 

24-05-2019 北锺刘霖和

校长荣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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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灵独中荣誉榜 

 

 

 
  

 

 

  

锺灵独立中学 

2019 年第 36 届成大数理比赛 

(化学科)谢松秤 (S3ST)-第二名 

 

2019 年度锺灵独中 Singapore & Asian School Math 

Olympiad (SASMO) Gold Awards 

刘菡咛(F1M) 卓尚(F1M) 孙翊量(J2T) 黄能业(J3T)  

郑勇恒(F3M) 林毅航(J3T) 戴嘉萱(S2ST)  

 

2019 年中总全国中学

科技创新比赛 

王博胜 (F4M) 第一名 

Myfutures Junior Tour  

系列高尔夫球赛  陈彦伶
(F3M) 

女子公开组全场总冠军 

 

ASUM/NSC/Milo Junior Splash Leg 

1 游泳赛 

唐宇俊(J2F) 自由泳冠军、郭艺成

(J3Y) 自由泳+蝶泳冠军、方嘉颐

(F2M) 自由泳+接力赛冠军 

Petrosains Rbtx Challenge 

2019 Grand Finals 

黄博胜(F4M)-最具潜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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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灵独中“第二届科学展”（12-09-2019 至 14-09-2019） 

锺灵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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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吉玻理事们和就

读于北方大学与玻璃市大学

的锺中校友一起享用早点。 

 

 

吉玻锺灵校友会于 7 月 27 日举办 2O19 年度小学数学与中学华文作文比赛，左起：郑时

锦(副总务)，隙抗香代会长，罗章鸿督学，杨伟添学长，智育股主任兼华文文书陳振

能。 

  

 

 

 

 

 

 

 

 

 

活动表 

活动 日期 地点 

“维他命，保健品——好与坏”

讲座 

29/09/2019（星期日） 

下午 2 时 

本会活动中心 

流行歌曲音乐会 23/10/2019（星期三） 

晚上 8 时 30 分 

本会活动中心 

冬至晚会 21/12/2019（星期六） 

晚上 7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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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玻锺灵校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