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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国会大厦(18-11-2019) 

 

 

国会大厦是众议员辩论国家

政策及通过法案的地方。为了让会

友和家眷有机会近距离观看议员们

辩论，本会特组团于 11 月 18 日

（星期一）下午 1 时许前往参观国

会大厦。同行包括有本会名誉会长

黄健勇、会长拿督刘景国、署理会

长杨金龙、副会长林福利和蔡伟

祺、义务财政黄耀论、副义务财政

潘力克和理事许汉真、戴丰发及锺

启章。 

国会大厦是一个庄严且保安

严谨的地方，所有访客都必须穿着

   Berita Persatuan Alumni Chung Ling Wilayah Teng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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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坐者左一起：署理会长杨金龙、槟城升旗山区国会议员 YB 黄汉伟、农业与农基工业部副部长

YB 沈志勤、会长拿督刘景国、名誉会长黄健勇。 

站者：理事许汉真(左 7)、副会长蔡伟祺(左 10)、马口联络员罗华强医生(右 10)、理事锺启章(右

9)、理事戴丰发(右 8)、副义务财政潘力克(右 6)、副会长林福利(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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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国会走廊 

整齐、端庄及经过严格的安检，方能入内。本会一行 35 人获得农业与农基工业

部副部长 YB 沈志勤学长和槟城升旗山区国会议员 YB 黄汉伟学长的接见。在他

们的带领之下，会友和家眷们沿着国会走廊边走边观看，大厦内设有议员休息

处、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地方，同时置放多架电视机供到访者观看上下议院正在开

会的情形。本会会友和家眷有幸在下议院观看了 2020 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案辩

论，也参观了上议院。 

一行人之后与 YB 沈志勤学长、YB 黄汉伟学长和副议长 YB 拿督莫哈末拉

昔（YB Dato’ Mohd Rashid Hasnon）在接待室进行交流。这次国会大厦之行，肯

定让会友和家眷大开眼界，同时对国会也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会会友和家眷与农业与农基工业部副部长沈志

勤学长、槟城升旗山区国会议员黄汉伟学长和副

议长拿督莫哈末拉昔(站者) 在接待室进行交流。 

在上议院内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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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的话 

 

 

2019 年就快进入尾声，大家即将迎接冬至及圣诞节的到来，

学校也正值假期，相信很多人都纷纷放假陪家人游乐，也有很多人

趁年尾拼最后一轮的业绩。本人代表本会谨此祝福大家假期愉快、

事事顺心顺意！ 

会庆过后，本会毫不松懈，继续举办了各项迎合会友的活

动。从 9 月开始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即“维他命, 保健品-好与坏”

讲座（29/9/19）、“未来人才培养与“心”的学习”（3/11/19）

“牙齿健康，身体健康”讲座（1/12/19）及“历史的回顾《纵横

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故事》”（8/12/19）。我们很高兴会友和

家眷从中受惠，吸取了丰富的资讯及宝贵的知识。 

在资讯科技高度发达的年头，只要有一机在手，信息垂手可

得，各项线上服务在弹指之间亦可以完成。为了让本会会友和家眷

成为手机达人，本会于 9 月 22 日智能手机应用工作坊，会友和家

眷的反应非常热烈。在徇众要求之下，本会将于 12 月 15 日举办第

二场智能手机应用工作坊。错过第一次的会友和家眷，这回要特别

留意了。 

为了鼓励会友和家眷“动起来”，本会除了举办年度高尔夫

球联谊赛，也于 11 月 23 日举办保龄球联谊赛，参赛者包括锺灵大

专生。 

本会也特地于 11 月 9 日举办理事与大专生交流会，借此机会

联络感情，拉近彼此的关系。期待他们毕业后加入校友会成为未来

接班人，为本会服务及为母校作出贡献。 

冬至晚会将是本年度最后一个活动，所谓冬至大过年，希望

会友和家眷于 12 月 21 日踊跃出席。让我们一起度过华人最重视的

传统节日之一，为 2019 年画下圆满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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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                          

 
 

“历史的回顾” 

《纵横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故事》 

（08-12-2019） 
 

 

 

 

 

 

 

 

 

 

 

 

 

 

 

 

 

 

 

 

 

赖观福博士学长于1935年诞生于玻

璃市州，原籍广东惠州淡水。在槟

城锺灵中学完成了中学教育之后，

赴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攻读社会教育

系。1961年毕业之后返马担任中学

教师。1963年到澳洲墨尔本大学深

造，1965年获教育学士。返马担任

马拉工艺学院讲师兼中文主任。7

年后赴美国印地安纳大学研究获得

硕士学位。1992年担任华总执行

长，同年获得博士学位。赖观福博

士学长是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

总会创会会长，曾任马来西亚华文

作家协会副主席。赖博士学长也是

专栏作家，常受邀到电台及电视台

主讲文化课题并有多种著作问世。

他也是现任马来西亚客家联合会顾

问、雪隆客家总会顾问、富贵集团

执行顾问、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

合总会顾问、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

会顾问、马来西亚儒学研究会顾

问、马来西亚易经学术研究会顾

问、雪隆惠州会馆荣誉顾问及北美

赖氏公会顾问。 

 

本会举办“历史回顾”讲座，由赖观福

博士学长主讲，智育股主任黄俊翰学长

主持。出席人数约 35 人。👆副会长林

福利(上图右 2)代表赠送纪念品给赖观

福博士学长（左 2）以示感激。黄俊翰

学长（左 1）和庄学良学长（右 1）陪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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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                          

 
 

“牙齿健康，身体健康!” 
（01-12-2019） 

 
 

 

 

 

 

 

 

 

 

 

 

 

 

 

 

 

 

 

主讲嘉宾 Dr. Ong Yi Woon 是一位

牙医。她 于 2007 年毕业于国大牙医

系，在政府牙医单位服务近 4 年并

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她之后转向

私人界，专注于指导颅面发育、口

面肌功能障碍及牙科睡眠治疗。为

了向患者提供更全面的口腔健康服

务，她不断提升自己并于 2011 年获

得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牙科外科

学院的会员资格。2012 年，她远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接受牙科睡眠医

学培训。她于 2013 年开始为孩童提

供口面肌功能障碍治疗。2014 年，

她兼职参与国大牙医系本科生临床

监督。Dr. Ong 是一位经过严格训练

的的肌功能矫正 (Myobrace)牙医。

她也曾接受过口腔面部肌病学方面

的专职培训，目前是国际口腔肌病

学协会的活跃成员。Dr. Ong 也接受

过功能性呼吸的训练及获得 Patrick 

Mc Keown (President of Butekyo 

Professionals International)教授菩提

格呼吸法。她也向 Professor John 

Mew 学习通过使用功能性矫正器来

指导颅面发育病患。Dr. Ong 目前在

Life Care (Bangsar)服务。 

 

👆当天的讲座由智育股主任黄俊翰学长(上

图中)主持，出席的会友及家眷约有 40

人。副会长林福利(上图右)代表赠送纪念

品给 Dr. Ong Yi Woon(上图左),以感激她

抽空分享牙齿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重要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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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                          

 

“未来人才培养与“心”的学习”（03-11-2019） 
 
 

 

 

 

 

 

 

尤芳达博士学长于 1987 年毕业于槟城锺灵中学（STPM）。1992 年荣获马来亚

大学电机工程系一等荣誉学位。同年获奖学金负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深造。

1994 年荣获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与电脑科学硕士学位。1999 年荣获多媒体大学博

士学位。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期间，曾任该院助教及研究助理。1994 年回国后，

于马大工程学院担任讲师。1997 年 5 月开始任多媒体大学工程学院讲师，及先后任

资讯工艺学院副教授，院长与多媒体大学副校长（学术）等职。2008 年 9 月开始在

拉曼大学任教，现为拉曼大学校长，并为拉曼大学李光前理工学院教授。他的研究

领域为微波遥感、感应器网络、互联网科技和卫星图片处理等。曾荣获多项国内外

奖项， 包括 1996 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URSI）青年科学家奖、2005 年马来西亚

十大青年（学术成就及领导）奖、2011 年东丽（Toray）科技奖等。他现为东盟工程

科技院（AAET）院士与秘书长（Secretary General）、马来西亚科学院（ASM）院

士、IEEE 地球科学与遥感学会马来西亚分会会长、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科技及创新

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育咨询委员及马来西亚 MIT 校友会

副主席。此外，他曾是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MQA）董事会成员（2013-2018），也

担任过几间科技创新公司及上市公司顾问等。 

本会于 11 月 3 日 

（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活

动中心礼堂举办上述讲座，

由拉曼大学校长尤芳达博士

教授学长主讲。当天约有 60

位会友和家眷出席聆听。本

会理事锺启章学长担任主

持。 
 

副会长林福利学长（右一）代表赠送纪念

品给尤芳达博士教授学长（左二）。左一

及右二分别为锺启章学长及黄俊翰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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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拿督刘景国代表赠送纪念品 

给温媜帏小姐 

                     讲座                          

 

“维他命, 保健品 - 好与坏” (29-09-2019) 
 

 

 

 

 

本会于 9 月 29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活动中心礼堂举办“维他命，保健

品 – 好与坏”讲座，由 Caring Pharmacy

的药剂师温媜帏主讲。智育股主任黄俊翰

学长当天担任主持，有 42 位会友和家眷出

席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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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媜帏（Ms. Von Jen Vui）药剂师简介： 

❏ 来自东马沙巴州。 

❏ 2001 年 - 毕业于英国 Glasgow 大学，

获取药剂系     硕士学位。 

❏ 2001- 2002 年 - 在 HUKM 服务。 

❏ 2003 - 2008 年 - 在联合西药房任职药

剂师。 

❏ 2009 加入 Caring Pharmacy，任职药剂

师到现在。 

❏ 闲暇参与慈济义诊活动及佛教法会义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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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类联谊赛 
 

 第 5 届（2019）中马锺灵校友会保龄球联谊赛  

(30-11-2019) 
 

 
 
 
 
 
 
 
 
 
 
 
 
 

本会于 11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2 时假 Wangsa Bowl @ 1 Utama 举行第 5 届

（2019）保龄球联谊赛。这次的联谊赛共有 7 组会友、校友、家眷及大专生报名

参赛。本会义务秘书刘荣发荣获冠军。 

体育股主任王寿冠（坐者）正在记录参赛者的分数，广招会员小组主任

张慈鸿（后排右 1）见证。 

体育股主任王寿冠（左 1）和理事许汉真（左

2）与参赛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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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与大专生进行交流。左起：张智勇、潘力

克、庄学良、王寿冠、锺启章、同学会代表、刘

荣发、黄耀论、杨金龙、刘景国、林福利。 

 
理事与锺灵大专生交流会暨午餐招待 10-11-19 

 

 

 

本会于 11 月 10 日（星期日）下午 1 时在

礼堂举行理事与大专生交流会暨午餐招

待。会长拿督刘景国、署理会长杨金龙、

副会长林福利、义务秘书刘荣发、义务财

政黄耀论、副义务财政潘力克、体育股主

任王寿冠，理事锺启章、张智勇及庄学良出席。共有 18 位大专生应邀出席，他们分别

来自国大、博大、马大、彭大及双威镇大学。 

 

 

 

 

 

 

成立 BANDAR SUNWAY锺灵同学会 

（30-11-19） 

@ 本会活动中心 

锺灵大专生 

成立彭大锺灵同学会

（8-12-19） 

@彭大甘孟校园 

副义务秘书宋伟清 (左 1)、义务财政黄耀论 (左

2)、署理会长杨金龙 (右 3)、副义务财政潘力

克(右 2) 和广招会员小组主任张慈鸿(右 1) 出席

见证 Bandar Sunway 锺灵同学会成立仪式。 

资讯股主任李仕强（左 3）和广招会员小组

主任张慈鸿（左 4）出席见证彭大锺灵同学

会成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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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灵之光 

恭贺名誉会长拿督陈忠登博士教授医

生学长荣膺“陈嘉庚精神奖” 

 

本会名誉会长拿督陈忠登博士教授医生学长于 9 月

24 日荣获“第 6 届陈嘉庚精神奖”。此奖旨在表扬对

国家社会有实质贡献、在推动文教方面有杰出表现的

个人或团体，每年最多授予 3 名受奖人。名誉会长学

长获颁此奖，实至名归，可喜可贺！ 

 

名誉会长拿督陈忠登博士教授医生学长于 1964 年在

母校锺灵中学修完中四，接着远赴墨尔本大学（1972 年毕业）、英国国家脑神经

医学中心（1976 年毕业）等学府求学。1977 年任职于马来亚大学医学院至今，

并担任医学高级教授及脑神经专科医生。他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脑神经专科医

生，多年来训练了马来西亚与东南亚各地如缅甸及寮国整百位脑神经科医生。目

前这些国家近 80%的脑神经科医生都是他所栽培。他也创立了马来西亚脑神经医

学学会。 

 

名誉会长学长对国际脑神经医学的职责包括担任亞洲腦神经医学学刊主编、

东盟腦神经医学学会创办人与前主席、国际癫痫联盟前副主席。他曾任亚洲癫痫

学会会长，积极推广有关癫痫症的教育，同时也出版书籍，改变及打破人们对一

些病症的迷思及负面观念，其著作包括《癫痫并不可怕》、《恼人的头痛》和

《精神病与中邪》。名誉会长学长以马大医学院立白病毒研究队伍领导者身份獲

得首屈默迪卡科學獎（2006）及马来西亚科学研究院马哈迪科学奖（2008）。这

些科学奖状大大的肯定了他在医学研究的贡献。 

 

名誉会长学长从医超过 40 年不忘对社会的关怀。他热心参与华社事务，是马

来西亚圣经神学院董事主席及华社研究中心前主席。名誉会长学长积极推广本地

华社文史工作，在华研担任理事及主席超过 20 年。任职主席期间，他积极向华

社筹款及宣传华社研究的重要性。 

 

名誉会长拿督陈忠登博士教授医生学长是一位无私奉献予华社、社会及人类

的知识份子。其跨领域之贡献，符合陈嘉庚科技兴邦、开拓创新及服务社会之精

神。本会全体名誉会长、全体理事同仁及会友引以为荣。名誉会长学长，您是锺

灵之光、广大华社之光！ 

拿督陈忠登博士 

教授医生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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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芳达博士教授学长 

    

 

恭 贺 荣 升 优 大 校 长 

本会会友尤芳达博士教 授学长于 10 月 1 日正式

荣升拉曼大学（优大） 校长。 

尤芳达博士教授学长于 1987 年（中六）毕业于母

校槟城锺灵中学。1992 年荣获马来亚大学电机工

程系一等荣誉学位 。 1994 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MIT）完成电机工程与电脑科学硕士学位，并在 1999 年荣获多媒体大学

（MMU）工程博士学位。尤学长热爱教育工作，他分别在马来亚大学和多媒体

大学担任教职长达 14 年。2008 年 9 月开始在优大任教，并担任资讯与通讯

科技学院院长直至 2010 年 5 月；自 2009 年 7 月起，尤学长也被委任为优

大国际与学术发展副校长。 

尤芳达博士教授学长曾荣获不少杰出奖项，其中包括 1996 年的国际无线电科

学联盟（URSI）青年科学家奖、2005 年的马来西亚十大青年（学术成就及领

导）奖以及 2011 年马来西亚东丽科学基金会（Malaysian Toray Science 

Foundation）的东丽科技奖。 

尤博士教授学长是马来西亚科学院（ASM）院士及东盟工程科技院（AAET）院

士。目前担任东盟工程科技院秘书长、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地球科学

与遥感协会马来西亚分会主席、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科技及创新咨询委员会副

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育咨询委员与区域（马来西亚）主席。尤博士教授

学长于 2013至 2018年期间亦曾是大马学术资格鉴定机构董事会成员。 

尤芳达博士教授学长凭着高学历、丰富的工作经验及卓越的表现，脱颖而出成

为优大新任校长乃众望所归，可喜可贺！本会全体名誉会长、全体理事同仁及

会友引以为荣。 

期待尤芳达博士教授学长未来引领优大再创高峰，让优大享誉全球！ 

锺灵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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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锺灵中学 

马来西亚国际艺术节（25/11/19-29/11/19） 

锺灵中学管乐团在 2019 年第六

届马来西亚国际音乐艺术节中大

唱丰收，更刷新了乐团近年来的

佳绩，一共赢得 3 项荣誉金奖、

3 项金奖和一项银奖。最难得的

是他们的大队表演，获得大会评

审的青睐，荣获荣誉金奖。恭喜

学生、祝贺老师，感激教练! 



13 
 

 

  

 

 

 

槟城锺灵中学 

光华日报 10月 25日报道 

摘自光华日报 2019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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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锺灵中学 

12-10-2019 太极拳集体运动 

10-10-2019 

Pn Choo Tang Fong 荣休仪式 

星

洲

日

报

9

月

2

7

日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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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州教育局联课活动颁奖典礼：17 组同学获奖 
(12/10/2019 @ 锺灵独中大礼堂举行) 

 

 

 

  

  

锺灵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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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足球队受困山洞事件启发 锺灵独中凭“OHelmet” 夺 19th 

APICTA Award 初中组冠军 (18/11/19-23/11/19@越南下龙湾举行) 

 

  

 

活动表 

活动 日期 地点 

智能手机应用工作坊(II) 15/12/2019（星期日） 

下午 2 时 

楼上会议室 

冬至晚会 21/12/2019（星期六） 

晚上 7 时 

本会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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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灵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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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