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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秉持传承华人传统文化，于2月15日（星期六）晚上7时，在活动中心

举办晚会庆祝元宵节。名誉会长陈胜尧医学博士、梁普锐、何木生局绅、

黄健勇，理事拿督刘景国、杨金龙、林福利、彭国志、蔡伟祺、黄耀论、

宋伟清、林达文、王寿冠、蔡伟明、李仕强、何炽昌博士、张慈鸿、许汉

真、戴丰发、锺启章、叶展溢及约300位会友和家眷出席，共庆佳节。会长

拿督刘景国致词时，向与会者汇报本会于近期翻新了会所。他也提醒部分

会友不要因为竞选而散播不实的消息，影响本会的声誉。会长也不忘感谢

群育股、众理事及大专生的帮忙。他也感谢踊跃出席晚会的会友和家眷。

本会当晚安排醒狮表演助兴。食物方面，本会特别安排PJ Seapark著名的

虾面招待与会者。其他食物包括烧猪及厨师烹饪的自助餐。为配合庆元宵，

本会也安排挥春比赛，吸引了很多位写得一手好书法的会友和家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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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给参与挥春比赛的参赛者。晚会于约10时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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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称呼） 

前排左起：蔡伟明、蔡伟祺、林福利、黄健勇、梁普锐、刘景国、陈胜尧、何木生、杨金

龙、李仕强及叶展溢。后排左起：锺启章、许汉真、戴丰发、王寿冠及何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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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金猪辞旧喜事多，金鼠携春好运来！本人谨代表中马锺

灵校友会理事同仁，祝愿名誉会长、会友和家眷在这新的一年，

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2019 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缓慢，政坛乱象丛生，人

们的生活水准无法提升，怨声四起。然而，本会还是积极加强团队建

设，不断固本纳新，造福会友、回馈母校。在全体理事努力之下，本

会总共举办了 25 场大大小小，深受欢迎的各类活动：有四大华人传

统节日晚会、会庆、11 场专题讲座、2 场手机工作坊、一场 CPR 训

练、2 个一日游、2 个半日游（参观华人博物馆及国会大厦）、高尔

夫球及保龄球联谊赛。在联谊之余，本会配合母校发展的需求，成功

筹获三校发展基金 RM57,500 及捐献独中课外活动基金 RM5,000。谨此

感谢会友和家眷大力支持，踊跃参加本会举办的活动及响应回馈母校

的号召。您们的支持，是本会理事继续努力的推动力。 

 

本会去年除旧迎新，将礼堂的木拉门换成新款的玻璃门、重新粉刷活

动中心、磨礼堂的地板、清洗地砖（餐厅、走廊、楼下厕所及厨房外

面）、修补屋顶等等，为活动中心换上新衣裳，让活动中心以崭新的

面貌迎接 2020 年。新年伊始，本会已积极展开各项活动，至今已举

办了三场讲座。资讯股主任在这三场讲座结束后，指导会友和家眷领

取电子钱包 RM30，协助政府推动民众使用电子钱包。 

接下来，本会将再接再厉，开阔思路，增加活动多元性及吸引力、凝

聚会友，提供更多相聚相叙的机会，同时加强与友会和大专锺灵同学

会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希望全体会友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共，同时

也欢迎更多校友加入本会、建言献策，为打造更广阔的平台而努力。 

新的一年承载新的梦想，开启新的希望。让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携

手并肩，齐心协力，共同迎接中马锺灵校友会新的飞跃、新的辉煌！

希望会友和家眷继续关心、支持理事会团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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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及美化活动中心 

捐献锺灵大蓝图发展计划基金 RM109,000 

 
 
 

 

 

本会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左 3)于星期三（19/2/20）到母校与董事会主席

拿督斯里郭显荣学长(右 2)及董事会总务胡万奔学长(左 2)商讨母校大蓝图发展

计划。会长同时将本会会友捐献的大蓝图发展计划模拟支票 RM109,000 移交给董

事会。锺灵国中校长朱圣保学长(右 1)和锺灵独中校长吴维城学长(左 1)出席见

证。以下为捐献者芳名及捐献数额： 
 

 

 

 

 

 
 
 
 
 
 
 
 
 

 

 

为了提升及美化本会活动中心以及提供会友一个舒适的聚会环境，本会委任产

业事务股主任彭国志学长全权负责进行翻新工程。在彭国志学长精心策划、细心

安排之下，本会分几个阶段完成了多项工程： 

（一）去年 6月份：将已无法维修的礼堂木门改为摩登的玻璃门 

（二）去年 12月份：在短短的两三个星期内完成了： 

1) 重新粉刷活动中心 

刘万明学长 RM 50,000.00 

马俊旋学长 RM 20,000.00 

刘景国学长 RM 10,000.00 

林福利学长 RM 10,000.00 

陈俊贵学长 RM 10,000.00 

林锡和学长 RM  5,000.00 

蔡伟祺学长 RM  4,000.00 

总额： RM109,000.00 

感谢学长

们慷慨解

囊，支持

母校大蓝

图发展计

划。 
 



4 
 

2) 磨礼堂的地板 

3) 清洗餐厅、走廊、楼下厕所及厨房外面的地砖 

4) 桌子及木门重新油木色 

（三）进行大扫除，将破烂不堪或已损坏的东西丢弃，让活动中心显得更加整齐、

美观。 

（四）在餐厅装置了一个更大的 COWAY滤水器，以满足会友和家眷的需求。 
 

谨此向产业事务股彭国志学长致谢，谢谢他百忙中亲力亲为、频密地监督工程，

让一切顺利进行，让会友和家眷在最短的时间内，有一个崭新、舒适及美观的环

境聚餐或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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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称呼） 

前排左起：陈胜尧夫人、刘景国夫人、曾永森、刘景国、黄健勇、陈胜尧、陈忠登及夫人。

后排左起：叶展溢、蔡伟明、黄耀论、宋伟清、蔡伟祺、杨振和、王宝燕、林福利、杨金

龙、刘荣发、张智勇、庄学良及李仕强。 

本会于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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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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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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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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槟州锺灵中学董事会与槟城锺灵校友会联合主办，锺灵 1985/87 年毕业同学联

谊会承办之“爱吾锺灵相聚好，庚子呈祥鼠来宝”锺灵校友新春大团拜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一）即农历大年初三，晚上 7 时 30 分，在锺灵国中大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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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财政黄

耀论、体育股主任王寿冠、资讯股主任李仕强、广招会员主任张慈鸿、理事叶展

溢及义务查账郭升耀出席。当晚的精彩节目包括舞狮表演、烟花爆竹、多名著名

校友歌手献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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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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 1 月 19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活

动中心礼堂举办“民意觉醒与民主转型—大

马政局分析”讲座，由陈亚才先生主讲。本

会副会长林福利学长主持。约 35 位会友和家

眷出席聆听。 

 

副会长林福利学长(中)代表赠

送纪念品给陈亚才先生 (左

1)。副会长蔡伟祺学长(右 1)

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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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 2 月 9 日 

（星期日）下午 2 时，在

活动中心礼堂举办上述讲

座，由升旗山囯会议员 YB

黄汉伟学长主讲。当天约

有 75 位会友和家眷出席聆

听。本会副会长蔡伟祺学

长担任主持。 
 

会长拿督刘景国学长（右二）代表赠送纪念

品给 YB 黄汉伟学长（左二）。左一及右一分

别为副会长蔡伟祺学长及林福利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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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 2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 2 时，在礼堂举办“2020 马来西亚政局分

析”讲座，由拿督谢诗坚博士主讲, 副会长林福利主持。约 55 位会友和家眷

出席聆听。副会长林福利(右 3) 代表赠送纪念品给谢博士，副会长蔡伟祺

(左 2)、义务财政黄耀论(左 1)、理事锺启章(右 2)和庄学良(右 1)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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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举办冬至晚会，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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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会长拿督刘景国致词。会长提及在这个大过年的节日，家家户户

的家庭成员若情况允许都会回家与家人庆团圆，并享用汤圆或饺子，视

籍贯而定。本会往年都举办搓汤圆比赛，但今年改为包饺子，让大家体

验不一样的冬至。除此之外，会长也向与会者汇报本会于 11 月 24 日开

始分阶段进行粉刷活动中心、为木家具涂上木色油漆、磨礼堂地板及进

行大扫除。本会活动中心现在焕然一新，会长拿督刘景国呼吁会友和家

眷踊跃到来聚餐或参加活动。接着大家一起享用本会安排的自助餐及汤

圆。当晚，群育股主任蔡伟明特地安排两位中国师傅到来教会友和家眷

包传统的饺子。大家吃着自己包的饺子乐开怀！谨此感谢群育股的用

心，让与会者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冬至。 

与会者肃立唱校歌，为冬至晚会拉开序幕。前排左起为：名誉会长黄健勇、何木生

及梁普锐，刘景国、杨金龙、林福利、李仕强；后排左起：蔡伟祺、宋伟清、庄学

良、锺启章、黄耀论和王宝燕。 

会长拿督刘景国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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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会友和家眷向来自中国的师傅学习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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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摘自光明日报 

报道摘自星洲日报 

锺灵少狮会每年与槟

城狮子会联办的《爱

心敬老》春节拜访峇

都兰樟安贫小姐妹会

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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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锺 2019 年中三评估考试优异生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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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统考优异生奖励金移交仪式 

（11/02/2020） 

 

为了给予独中优秀生鼓励及嘉

奖，2020 年 2 月 11 日槟州

政府于光大 5 楼 Auditorium 

F 颁发 2 万 1800 令吉奖励

金给槟城 5 所独中的 28 名

杰出的高中考生，希望他们

能再接再厉，在学业更上一

层楼，将来为国家作出贡献。 

今年共有 28 位同学获得槟

州政府奖励金，考获 10A 者

有 2 位、9A 者 4 位、8A 者 8 位

及 7A者 14位。本校共有 11位同 学

获得，分别是 9A 者 2 位：谢松秤、练芷瑄；8A 者 4 位：黄颖璇、陈嘉盈、

叶芷葇、张卉莹；7A 者 5 位：谢依伶、黄诗莹、杨惠绫、柯凯致、李启纶。 

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祝贺获得奖励金的同学们，也感谢父母和师长多年以来

为槟州和国家培育人才。这是槟州政府第二次颁发奖励金给高中统考优异生，

主要是认可统考生的杰出成就，并鼓励他们继续自我提升，以便将来为国家

做出贡献。 
 

*************************************************************************************************** 

王博胜学弟为国争光 

研发癌细胞酸碱性测试系统 获台湾比赛二等奖 (3/2/20-7/2/20) 

王博胜学弟研究以光谱学技术（optical spectroscopy）检测癌细胞的系统，荣获

台湾国际科学展比赛医药与健康科学科二等奖，相信是近年在这项比赛获奖的大

马人，为国争光！16 岁的王博胜自小对科学及科技感兴趣，曾在乐高机械人比赛、

全国机械人比赛中取得佳绩。踏入中学生涯，他逐渐对生物工程产生兴趣，开始

从网上学习程式语言，研究出数项发明，并在国内外比赛中斩获奖项。此次他携

带新研发的癌细胞酸碱性测试系统，在父亲王连财的陪同下，到台湾参赛，荣获

医药与健康科学科二等奖。王博胜指出，由于其父亲较早前曾有肝生脓的情况，

促使他进行近 1 年研究，希望通过该系统，更快地检测病患体内是否存有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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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胜与台湾教育副部长、台湾科学教馆

长的合影留念。 

科学教

馆长的

合影留念。

他解释，医生可从病人体内抽取细胞，通过该仪器，运用光谱学技术原理，3 至

5 分钟就有结果，而医院现在的检测方

式需 3 至 4 天。 

不过，他说，他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

授法依鲁兹协助下，取得子宫颈癌细胞

作实验样本，因此目前只能探讨检测子

宫颈癌细胞的可行性，因为每种癌症皆

有不同的酸碱性值。他希望日后可研究

更多可能性，并将仪器进一步改良，无

需进行手术取出细胞检验，成为人们平

常可以用来测量的仪器，如同检测胰岛

素分泌的葡萄糖钳夹技术。“我曾想当

一名医生，之后我发现通过科技及创造

新系统，可帮助更多人，这成为我未来

的目标。”他也感谢法依鲁兹与家人协

助和支持，及校方允许他在每周两日课外活动时间进行研究。 
*************************************************************************************************** 

 

创会功臣—郑彼德学长逝世（1936-2020） 
 

 

本会前任副义务秘书/群育股主任/理事/联络员郑彼德学

长不幸于2月14日（星期五）辞世，本名誉会长、全体理

事同仁及会友深感惋惜！ 

 

郑彼德学长于1956年离开母校槟城锺灵中学。郑学是本

会创会功臣之一。本会于1962年成立时，郑学长成为第

一届理事会的候补理事。以下为郑学长历年来所担任的

职务： 

 

        

 

 

德高望重的郑彼德学长为理事会服务超过20年，对本会有深厚的情意

结。任职期间，郑学长尽心尽力地为本会服务，是一位得人心的前任

理事。郑彼德学长对其他华团也贡献良多。1985年，当名誉会长梁普

1962年至1964年 - 候补理事 1990年至1991年 - 副义务秘书 

1974年至1975年 - 理事 1992年至1993年 - 常务理事 

1982年至1983年 - 联络员 1994年至1995年 - 理事 

1984年至1987年 - 群育股主任 1996年至1997年 - 候补理事 

1988年至1989年 - 常务理事  1998年至1999年 -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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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发起成立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时，郑彼德学长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发起

人。他当时担任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工委会秘书。 

 

郑彼德学长的离世乃本会一大损失，本会全体名誉会长、理事同仁及

会友谨此表示深切的哀悼。郑彼德学长的贡献，本会全体名誉会长、

理事同仁及会友将永远铭记于心。 

 

 

 

 

 
郑彼德： 

对锺灵两个字，我有特别的深爱。我 1952 年进入锺灵，1956 年被殖民地政

府请离开，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被请离开，因为我们爱护锺灵、维护锺灵的

主权、爱护锺灵的母语教育。 
 

     锺灵校友会是经过三个阶段，那就是：（一）创会；（二）建会；（三）

发展与加强内部组织。校友会是因为有了基本的经济来源与人才后，1984 年有了

锺灵大厦，便有了收入，才开始发展。 

 

郑彼德：参与外界活动，提高知名度。 
          

     发展过后就要稳定， 1982 年杜克炎去世后，梁

普锐接任会长职。梁普锐担任了 13 年的会长，创下

了记录，九十年代退休后才由吴玉堂接上去，是校友

会的稳定期。1995 年到 2002 年是校友会的冷静期。

2004年会所装修，也花了 28 万元。 
 

     过后，出席会员大会的会员就破纪录，2006 年

3 月改选，出席的校友竟然多达 230 多人。2006 年领

导层改朝换代，由拿督刘景国担任会长。当时理事会

内最资深、最落力的，就是杨金龙，他配合拿督刘景国及其他理事，包括现任会

长黄健勇。 
 

         从 2006到 2012 年是本会的稳定和发展期： 

（一） 秘书处重组、重整，在会长拿督刘景国的领导，获得 ISO 认证，在全马来

西亚的华校校友会中，我们是第一个。 

（二） 成立奖学金小组，也是一项突破。 

（三） 我们中马锺灵校友会过去虽然有人在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和华社研究

中心，可是已经断了好几年，后来拿督刘景国当会长时，继续参加隆雪华

堂的活动，做了大会堂副会长。我相信在现任会长黄健勇的领导下，会有

郑彼德学长：锺灵精神使本会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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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发展，不单单在内部，也应该向外去发展，虽然我们做得很好，可

是外面很多人都不知道，只知道锺灵校友会很了不起，但是我们真正是否

有贡献给华社和华团呢，这是我的疑问。希望从 2012 年起，我们不单止

要贡献华社华团，更进一步的也要对国家有所贡献。 
 

      在经费方面，本会有稳定的收入，每年的收入都是蓝字的，没有红字，我

们既然有这样的条件，以及现有的年轻一代的理事都是专业人才，都是有魄力的

中青年人，在大家的配合下，我们这一批人应该向外发展，参与外面的活动，提

高我们的知名度。 
 

      在吉隆坡和雪兰莪地区，一些华校校友会会员比我们多几十倍，历史也悠

久，但会所都很小，中马锺灵校友会作为一个外来的校友会，为什么反而更加的

强大？这就是锺灵精神。锺灵精神所表现的就是合群、纪律、信用、忠厚。我们

不应该只是默默的关起门来开大会，而是把我们的才华与能力贡献给社会，这是

我对本会领导层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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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早期理事，坐者左起刘廷芳、林振暹、萧友文、杜克炎、郑光生、梁

普锐、吴宇宁、陈东培。中排第六是吴玉堂，后排右二是罗广成，右一为

卢汉荪。（陈绍河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