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陈万德 摄影：任志潍、马艺臻 日期：2019年10月11日至11月15日

2019年 班 际 球 类 赛球 场 上 的 青 春 活 力
2 0 1 9 年班际球类赛-成绩
项目

组别
甲组

篮球

乙组
丙组
甲组

排球

乙组
丙组

您可看见球场上的飒爽英姿？您可听见各
班同学为班上代表加油打气的喝彩声？

足球

为了培养各班学生的团结与默契并发挥
运动精神，校方特此安排学生们在校内第二学
期期末考及会考生们考完高、初中统考后，于
2019年10月11日至11月15日期间，举办了一
年一度的班际球类赛。此比赛分为三组进行：
甲组（高一至高三）、乙组（初二及初三）与丙组
（初一）。

羽毛球
乒乓

甲组

乙组
丙组

甲组

乙组
丙组

性别
男

冠军

S1CK

J2F

J3Y

S1CK

女

J3J

男

J1K

男

女

J2J

S2ADL

S3CK

J2Y

F3M

J2L

J1T

J3H
J1K

J1H

J1H

S3ADL
J3K

J3J

S 2 SJ

J1F

S3CF

男

F1M

J1K

J3J

S2CF

S 3 CY

J1Y

J1K

J3T

S1CF
F1M

S2CF
F2M

J1J

J1F

男

男

J3L

S 2 CY

女

女

F3M

S3ADL
J1F

S3CK

男

S2CK

季军

S 2 SJ

J1H

女

男

亚军

S 2 CY

女

男

班级

J2K

J1T

J3T
J1L

S 2 SJ
J3H
J1F

甲组

S1CK

S 3 ST

S1ADL

丙组

J1H

J1K

J1J

乙组

J3T

J3F

J2H

此球类赛项目众多且丰富多元，有羽球、
乒乓混合组，男子足球赛，男子与女子组的篮
球与排球赛。各班级派出的代表竭尽全力，发
挥最佳状态为班级争取最高荣誉！经过龙争虎
斗后，各比赛成绩也都一一出炉，在假期之前
顺利完成比赛并圆满落幕！

American
Mathematics
Olympiad
数学比赛

报道：陈万德 摄影：任志潍 日期：2019年10月22日

American Mathematics Olympiad数学比赛于2019年10月22日（星期二）
，于早上10时在
本校流动课室举行。
本校许文龙副校长特为此次比赛揭题，并由高中数学组缪光耀老师陪同。
希
望通过这场比赛，同学们能得到提升数学能力的机会，而在本次赛事亦能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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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教育局联课活动颁奖典礼：
本校17组同学获奖

报道: 陈万德 摄影：任志潍 日期：2019年10月12日

1&2

5TH MALAYSIA INTERNATIONAL MUSIC ARTS
FESTIVAL 2018 (KATOGORI KOIR)

3

INTERNATIONAL
TAEKWON-DO
ASIAN
SCHOOLS AND CLUBS CHAMPIONSHIP 2019

4

THE
17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

5

SOUTH EAST ASIAN KARATE CHAMPIONSHIP

6

WORLD SCHOLAR’S CUP (GLOBAL ROUND)

7

4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PROFICIENCY
COMPETITION

8

2019 CHINA YOUTH SPRING FESTIVAL GALA
NIGHT & GLOBAL YOUTH TALENT SHOW

9

SINGAPORE DATE DANCE CHAMPIONSHIP
2019

10

“CHONG YOUNG”ASIAN
COMPETITION 2019

11

THE 9TH INTERNATIONAL DANCE FESTIVAL
2019

12

FIRST LEGO LEAGUE ASIA PACIFIC OPEN
CHAMPIONSHIP 2019

13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YOUTH
SCIENCE CAMP & COMPETITION

14

SINGAPORE & ASIAN SCHOOL MATH OLYMPIAD
(SASMO) INDIVIDUAL PRIZE (GRADE 7)

15

SINGAPORE & ASIAN SCHOOL MATH OLYMPIAD
(SASMO) INDIVIDUAL PRIZE (GRADE 8)

16

SINGAPORE & ASIAN SCHOOL MATH OLYMPIAD
(SASMO) INDIVIDUAL PRIZE (GRADE 9)

17

SINGAPORE & ASIAN SCHOOL MATH OLYMPIAD
(SASMO) INDIVIDUAL PRIZE (GRADE 11)

YOUTH

WUSHU

DRAMA

U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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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教育局于10月12日（星期六）
，下
午2时至5时30分，假本校大礼堂举办了一
场“联课活动颁奖典礼”。这一场隆重的颁
奖盛会邀请到了槟州政府首席部长曹观友
出席典礼，全槟各种源流中小学校的获奖
学生踊跃出席。本校依据槟州教育局的设
奖条件，成功推荐17组在国际赛事中获奖
的学生，参加了这一场槟州教育局联课活
动评选活动，为校争光。值得一提的是，本
校舞蹈团很荣幸地受到主办单位槟州教育
局的诚意邀请，现场呈现了一支精彩的舞
蹈表演，本校歌手陈颖恩同学也获得青睐，
受邀现场带来了一首英文曲子，让现场的
观众听出耳油。
最后，本校再次恭喜获奖的
同学，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第一届校内握手即席演讲比赛
报道：健言社团员 摄影：任志潍 日期：2019年10月26

为了提升在籍学生对演讲的兴趣以及提 指导下必定获益不浅。而此次比赛中由于冠亚
供一个平台让同学们展现自我，健言社于2019 赛的两名参赛者都表现优异因此评审们决定
年10月26日主办了2019年第一届校内握手即 让两名参赛者并列获得冠军。
席演讲比赛，时间为上午9时正至中午12时正，
以下为得奖者名单：
地点为本校的多用途课室。
冠军： 吴佳霓、沈学良
此次比赛的赛制较特殊，初赛参赛者将被
季军： 潘宇恒
分成几个组别，每组3-4位参赛者，而各组则以
殿军： 陈秦纬
淘汰制的方式选出一名参赛者，进入半决赛。
恭喜所有的得奖者！相信通过这次的比
在半决赛中前两名的参赛者进冠亚赛，而后两
名则进季殿赛再次比赛。而此次握手演讲比赛 赛参赛者们肯定获益良多，同时也更加了解自
邀请了6位来自校外评审，他们是柯嘉富、方学 己在演讲方面的优缺点，并且进行改善。希望
谦、颜明达、吕静薇、叶添恩、赖依雯。每一位评 第二届的握手演讲比赛，更多同学积极报名参
审都是资深的演讲者，因此可以给予参赛者们 赛。
最专业的点评与指导。
比赛中参赛者们都在获得题目并且经过
30秒的思考后，就开始演讲了。虽然思考的时
间有限，但许多参赛者都口若悬河，内容也十
分丰富有趣。在每一组比赛后评审便会在指定
的时间内与给予参赛者们点评以及指导，随后
再开始下一场比赛。相信参赛者在专业评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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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沈忠量
摄影：任志潍、马艺臻、
杨嘉信、翁怡萱、钟可佳
日期：2019年11月2日

第57届高中毕业典礼：
学生叩谢父母，温馨动容！

每年年末，风里蕴含离别的滋味总是提醒
着大家，又到了举办毕业典礼的时候。这也意
味着又有一批学生即将结束他们的中学生涯，
步入人生新阶段。
本校于2019年11月2日，上午10时在本校
大礼堂举办第57届高中毕业典礼。当天除了
270位毕业生，出席者还有董事嘉宾、毕业生家
长以及本校老师。值得一提的是，本校在本次
高中毕业典礼第一次在官方面子书上进行同
步直播，跟上时代的步伐之余，也让不克出席
的亲属得以感受毕业生的喜悦，见证这难能可
贵的一刻。

首先，本校董事会副主席拿督斯里谢有
吉致词时表示，看见毕业典礼上朝气蓬勃的毕
业生，他衷心感谢本校老师们对于学生们的栽
培。他鼓励毕业生在学习上必须要精益求精，
在这快速变化的时代，一个人的成功很大程度
取决于学习的能力，而这能力不仅体现在做事
方面，还有做人和性格方面的成长。另，他提
醒学生在未来待人处事时要谨慎，必须激情和
理性并重、不走歪路、不被煽动、凡事三思而后
行，更要培养自立自强的生活，这样对自己、家
庭和社会才会带来好处。

绩，而各科获A率更是达到75.57%，而更难能
可贵的是本校两名学生分别在第一语言英文
以及高级数学中获得全国最高分，表现大放异
彩。

在联课活动以及课外运动方面，本校学
生更是频频报捷，从2018年10月至今年9月为
止，本校学生总共获得1290个项目获奖，其中
有575个项目获得冠军或金奖等最高荣誉奖
项，当中更不乏属于国际性的赛事，成绩斐然，
接着，本校吴维城校长报告校务时说道， 值得鼓舞。
今年共有270名毕业生，本校在近3年内都把
另外，本校学生的升学率更是超过90%，
学生人数控制在1800人内以及开办47班，并
有181名宿舍学生及教职员151人。他指出，本 不少毕业生更获得许多海内外大专学府录取
校在课外活动以及学术上都取得十分优越的 以及提供奖学金，包括北京大学、香港浸会大
成绩。近来公布的剑桥国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曼大学等。本校因
(IGCSE)成绩，本校国际中五班考获亮眼的成 他们的成就而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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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大会颁发在学术和课外活动表现
优异的奖项，其中练芷瑄同学荣获2019年模范
生奖，而本校的学生歌手陈颖恩同学获颁特别
贡献奖。随后，郭嘉莉同学代表移交1万9760
令吉毕业献金予槟州锺灵中学董事会，罗伟尔
同学代表移交4万2284令吉予锺灵校友会奖
助学金，林湧升同学代表呈交锺灵校友会入会
表格。

毕业典礼上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成年礼
仪式和感谢敬茶仪式。在本校廿四节令鼓铿锵
有力的鼓声衬托下，毕业生集体走向父母并下
跪及叩头。随后，再把写好的“家书”呈予父母，
不少家长在读信时更是哭成泪人，学生也给予
各自的父母大大的拥抱，感谢他们的栽培，场

吴校长表示，今年本校在锺灵十大信条
的基础下提出了“自律、善心、勤学”的学习三
大目标，借此提醒学生在新的一年能朝向新的
目标迈进，并且让学生们在中学时培养好的习
惯，以在步入社会后，在面对各种事情或困难
时能以这三大目标为思想纲领。他指出，本校
每年经费不敷100万令吉，每年也要耗资超过
百万令吉来提升软硬体设备，幸得有政府、董
事会、校友会、家长及社会人士的捐助，故此借
此机会感谢各方对本校鼎力的支持，锺灵独中
不断的进步共同积极成就未来。吴校长最后也
提及本校接下来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了衔接
至五层楼校舍的有盖走廊、可容纳三百人的多
用途小礼堂和多用途AI教学或录音录影课室。
最后，马来西亚锺灵校友会联合总会总
会长拿督斯里方炎华致词时首先感谢出席的
老师和家长们。他希望毕业生能熟记在六年中
学生涯中所学的“锺灵十大信条”
，以作为日后
生活中的明灯，若能秉持锺灵十大信条的教导
和指引，相信没有什么事情会难倒大家。另，他
也希望毕业生能踊跃参与校友会以及母校的
活动，在共享资源以及联络感情之余，心系母
校情谊并作为母校最强硬的后盾，适时回馈母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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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的涟漪》美设班毕业展开幕礼
报道：全业惠 摄影：任志潍 日期：2019年11月9日

本校于2019年11月9日，上午8时45分举
行了美设班毕业展开幕典礼。首先，由本届毕
业展主席郭宏铭致词，他表示从古至今，绘画
与文化相依相偎，因此古人文化与精神给了我
们许多启发。以古会今，古为今用是本届的主
题―《时空的涟漪》。他在此感谢嘉宾莅临本届
美术展，老师们的悉心指导与筹委们的配合，
才让美术展得以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本校美术主任拿督陈昌孔老师
在致词时恭喜本届毕业生毕业了！这三年来的
成果，画作是好是坏，是美是丑就由大众来点
评。陈主任指出，教学的目标不是在于培育画
家，而是提高同学们的审美观。陈主任引用了
二位大师的言论强调艺术与生活息息相关，德
国诗人席勒曾说过：
“只有美的交流，才能使社
会团结，因为它关系到一切人都共同拥有的东
西。”而美育家蔡元培先生也曾表示：
“不懂美
术即不懂生活，投注于美的东西于教育上，让
美的教育使生活更美好！”今天本校美设毕业

14

班学生所展出的114幅作品都是学生精心制
作，希望大家来分享喜悦同时把美带回家！
本校邀请了鍾灵三校副董事长骆南辉先
生在开幕礼时致词，他表示本校画展需要一个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强稳的文化建设的氛
围，才能让画展顺利进行。因为文化是核心，它
是竞争力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一所学校赖以
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本校毕业展是本校多年来
塑造文化校园的一项努力，以此能让学生展示
及发挥才华。从一张张具有内涵的作品就能印
证本校朝着正确的教育发展。本校董事会向来
重视人文教育、培育美术人才，在本校营造审
美氛围，提升个人艺术修养，达至充满浓厚人
文气息的鍾灵社区。他代表董事会感谢鍾灵校
友会这些年的付出及老师与执委们的支持！他
引用齐白石的“作画是寂寞的道路，耐得住寂
寞，万事皆成。
”这一句话强调具毅力和持之以
恒的精神才能成功！他在致词结束前宣布美术
展正式开幕，并祝愿美术展圆满成功！

《时空的涟漪》美设班毕业展开幕礼

吴维城校长、陈昌孔主任与郭宏铭同学陪
同副董事长骆南辉先生鸣锣开幕，再由吴校长
颁发纪念品予副董事长。纪念品为一幅由郭宏
铭同学所创作的画作，此画以山水云为主题并
用现代泼墨技巧呈现方式突显出高山流水、饮
水思源的精神。本校舞蹈团也在这美好的时刻
献上精彩的舞蹈演出，为开幕礼增添色彩！开
幕仪式后，嘉宾们在礼堂内欣赏画作并给予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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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设班毕业展于11月8日至11日，上午九
时至下午五时，一连四天开展，展出了由该班
十二位同学所绘画，超过九十幅的画作。这一
届美设班毕业展的主题为“时空的涟漪”。此主
题有双层含义：
（一）以古会今，古为今用（二）
像石子投入湖面而产生涟漪，鼓励人们投入艺
术中，具抛砖引玉之作用。本校将于11月9日，
上午8时45分进行开幕仪式，诚邀拨冗出席支
持本届毕业展。

本届美设毕业展主席郭宏铭同学表示，
从去年年杪开始，该班同学就开始为今年的毕
业展筹备，更以不同方式筹募经费。在新年期
间，他们在槟城庙会时筹款；在毕业典礼时售
卖花；平时售卖钥匙圈、彩绘石头等艺术品；四
处奔走艺术行业，如画廊、画具店等征求广告。
经过大家的努力与配合之下，才能有足够资
金让画展顺利进行。要筹办画展并不容易，从
选材、选框甚至灯光的视觉效果要求，都是一
门学问，需要考量甚至在经费上精打细算等，
才能恰到好处地展现最好的作品。郭同学表
示，他认为同学们一定要勤劳，不断参考不同
画家的作品与学习，自我探索并提升自己的创
作风格，不断求进步，精益求精，才能在艺术这
条路大放异彩！在创作时千万别怕别人的冷嘲
热讽，一定要坚持到底！希望学弟妹们也勤劳、
有主见且大胆创作，来年的美设毕业展能越办
越好！他谨代表该班同学感谢全体美术老师的
指导与协助。在此，特别感谢陈昌孔主任常帮
忙审核作品，潘景祥与姚伽媚老师的指导与鼓
励，才让这一届的毕业展丰富多彩，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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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吕紫盈 摄影：任志潍 日期：2019年11月9日

“教师专业文凭”毕业典礼：
恭贺本校7位教师完成教师专业文凭

由育才基金会赞助、董教总教育中心（非
营利）有限公司推广教育部承办、锺灵独中协
办、英国国立西苏克兰学院发证的“教育专业
文凭课程”圆满结束，并于11月9日，上午9时
30分于我校小讲堂举行毕业典礼，此次共有43
名独中教师毕业。

院。所开设的进修课程共有1200项，其中包括
教师培训、工程系及酒店管理等等。
大约600间
企业公司与苏克兰学院合作提供培训，其中包
括IKEA公司及国防部等。

董教总教育中心教师进修中心主任王淑
慧助理教授表示教师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要
拥有全球化的视野，跨文化的交流及开拓新格
局。教育事业需要热忱支撑下去，也要有信心，
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学生，使学生有成功的意
愿与欲望，并且勉励学生要坚持到底。

我校本届毕业教师有叶柳凤师、黄丽诗
师、黄文泰师、吴桂青师、戴燕冰师、辜俊强师
及吕紫盈师，共7位。颁奖礼于早上9时30分正
式开始，家长与嘉宾们依序入席。毕业生及贵
宾在热烈掌声的欢迎下入席。首先由槟城锺灵
中学副董事长兼菩提独立中学董事会总务骆
南辉代表致词。他表示，教师们莫忘教学的“初
心”
，将所学习的一切理论应用在自己教学的
历程上，时刻掌握并善用新的科技工具，使教
学的志业更具有意义，让更多的学子能因此而
受惠。

接着，进行颁发毕业文凭仪式，老师们在
嘉宾与贵宾的见证下领取毕业证书。最后由本
校黄丽诗老师代表毕业生致词。她表示非常感
谢各单位的鼎力支持，让我们能在身心皆舒
适，且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在职进修。感谢讲
师们用心的指引，让我们从中提升专业能力并
且在教学的过程中，做出最适宜的定位、调整
及提升。所有毕业生在众嘉宾、贵宾及同学的
见证和祝福下，顺利完成毕业典礼。毕业典礼
以一张大合照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接着由育才基金总经理张贞明致词。值得
一提的是，他表示该基金会将提供更多资源以
推出培训课程，让独中教师们可以继续在职培
训，无需离开家乡上课，平日也可安排上课。

接着由英国国立西苏克兰学院代表杨耀
伟先生简单介绍学院背景及所开设的进修课
程。苏克兰学院是苏克兰最大的区域学院，也
是一间历史悠久的学院，同时也是非营利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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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戴揚羚 摄影：任志潍 日期：2019年11月12日

UBTECH 机器人比赛：本校获胜队伍跻身世界平台
明年锺灵独中成首间学校纳机器人（Robotic）课程为正课

UBTECH ROBOTIC’S COMPETITION 来的世界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做人就是
SMART FACTORY（ UBTECH 机器人比赛 ） 必须要有远见才能看得见未来。
开幕仪式于11月12日（星期二）
，在本校大礼堂
举行。
经过一天的连环战后，最终选出了马来西
亚代表出征中国昆明参加今年11月下旬举行
锺灵三校董事会副总务曾文忠致辞时表 的世界级Ubitech机器人比赛，他们是廖伟盛
示，此次比赛由Ubitech和圆顶科学馆（Tech 同学及李冠陞同学。
Dome）联合主办，将验收不久前进行的3天工
作坊的成果，而在区域赛获奖的学生将有资格
值 得 一 提 的 是，为 迎 合 未 来 的 人 工 智
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昆明参加今年11月下 能及编码时代，本校于2020年将实施机器人
旬举行的世界级Ubitech机器人比赛。
（Robotic）课程，让初中学生于正规课上学习
编程（Coding）。此课程让学生学习编程，培养
圆顶科学馆首席执行员邝云龙在致词时 逻辑思维，成为学生个人发展的支撑力，从而
表示，尽管已迈入21世纪，但在这科技发展迅 提升其未来发展高度。
速的时代中，选修科学与技术课程的学生却少
于20%。据了解，学生们之所以不选择科学技
本 校 很 幸 运 地 获 得 圆 顶 科 学 馆（Te c h
术课程主要是因为太难、太闷，以及担心未来 Dome）的支持，给予本校教师培训，并免费提
找不到工作。邝云龙以自身为例，指自己在年 供所有的教材与课程，而该课程已经编写好，
轻时也曾因选修科学技术而遭到父亲的质疑， 目前全球130个国家都在采用这个课程。
但事实证明40年后的他不但找到了工作，甚
至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接触不同的人、事、物。因
此项计划让明年初中一到初中三的学生，
此，他鼓励学生多参与关于科学技术的活动。 每一个月采用2小时的正课时间上机器人课
程。至于高中生则将配合联课活动的模式开放
亚依淡区州议员黄顺祥说，早前槟州政府 给有兴趣的学生参加。
校方将添购30个探索套
因有远见而在前首席部长林冠英的倡议下于 装以供学生上课使用。
光大4楼设立了圆顶科学馆。虽然当初设立时
遭到很多负面的批评，但他指出，机器人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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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陈万德 摄影：任志潍、翁怡萱、钟可佳、周泽仁、林瑜婷
日期：2019年11月14日

2019年统考高中三理科学业成绩优异奖

第二届初中三结业礼
与联课团体表扬大会

張卉莹（S3CH）
沈彤恩（S3CH）
梅语涵（S3CH）

奖项：第一名
奖项：第二名
奖项：第三名

楊惠绫（S3AL）
林佳琦（S3AL）
林恩颂（S3AL）

奖项：第一名
奖项：第二名
奖项：第三名

郭宏铭（S3DL）
林丽婷（S3DL）
张芷汭（S3DL）

奖项：第一名
奖项：第二名
奖项：第三名

2019年统考高中三文科学业成绩优异奖

2019年统考高中三美术设计科学业成绩优异奖

初三结业生王紫薇同学代表致词，她感
谢全体老师在这三年来指导，并且呼吁初三生
不忘学校的爱护与培育，以及师长们的谆谆教
诲。她希望大家能在高中时期望展翅高飞，继
续在高中生涯中共创更多美好的回忆与辉煌，
努力奋斗，不辜负老师们的期望。随后，各初三
班级长代表各班领取结业证书，而本校也在结
业礼中颁发了初三学科奖。
除此之外，本校也于当天上午九时四十分
举办了联课团体表扬大会。 吴维城校长表示，
联课团体表扬大会除了是表扬在校内外课外
活动中表现优异了学生，更要表扬为校服务的

2019年最佳行政服务团体

奖项：第一名
奖项：第二名
奖项：第三名

2019年统考高中三商科学业成绩优异奖

本校于2019年11月14日（星期四），上午
八时正在本校大礼堂举办了第二届初三结业
礼。首先进行高三学科奖颁奖仪式。接着，本校
校长吴维城在致辞时，呼吁初三的结业生勿忘
最初进取与奋斗的态度，并且能继续改善与弥
补自己在初中时的缺点与不足，做好准备迎接
高中生涯，为自己的未来努力不懈。

2019年统考高中三美术设计科学业
成绩优异奖

练芷瑄（S3ST）
黄颖璇（S3ST）
陳嘉盈（S3ST）

陆宇真（S1ST）
		

校外考试最佳成绩奖

奖项：UEC 初中 (2018)
- 董事会报效名贵钢笔一支

2019年统考高中三学科奖

01）張卉莹（S3CH）
02）曾淑萱（S3ST）
03）张美美（S3CH）
04）徐晓恩（S3CK）
05）吴镇宏（S3CH）
06）黄颖璇（S3ST）
07）陳嘉盈（S3ST）
08）李启纶（S3ST）
09）楊惠绫（S3AL）
10）陳秉宏（S3CH）
11）蔡廷扬（S3CH）
12）梅语涵（S3CH）
13）彭杏柔（S3CH）
14）张芷汭（S3DL）
15）郭宏铭（S3DL）

奖项：华文、美术、商业学(华)
奖项：国文
奖项：英文
奖项：数学(华)
奖项：数学(英)
奖项：高数
奖项：生物 、物理
奖项：化学
奖项：历史(华) 、地理(华)
奖项：簿记
奖项：商业学(英)
奖项：经济学
奖项：电脑
奖项：素描、彩色绘画、基本设计
奖项：美术理论

2019年杰出运动员

2019年最佳模范生

2019年德行表现奖

2019年统考初中三学科奖

2019年统考初中三学业成绩优异奖

2019年统考高中三学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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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课团体，借此鼓励学生以及老师们的
付出。虽然每年的联课活动耗资至少50
万令吉以上，但庆幸的是每年所筹获的
联课活动基金也逐渐增加，让学生们得
以享有最好的设备与指导。学生们也不
辜负校方的用心良苦，频频在各项比赛中报
捷，为校赢得不少荣誉。最后，吴校长叮嘱同
学们学习提升、管理自己，开拓思想。校长也
借此机会感谢本校的联课团队对各项活动的
处理以及顾问老师们的付出与陪伴。

2019年统考初中三学业成绩优异奖

黄能业（J3T）
曾佳僡（J3T）
叶菁涵（J3T）

1）黄能业（J3T）
		
2）黄加璇（J3T）
3）林毅航（J3T）
4）曾佳僡（J3T）
5）杨妍祺（J3J）
6）郭宣齐（J3J）

奖项：第一名
奖项：第二名
奖项：第三名

2019年统考初中三学科奖

奖项：华文、英文、科学(华)、历史(华)、
地理(华)
奖项：国文
奖项：数学(华)、数学(英)、科学(英)
奖项：美术
奖项：电脑
奖项：电脑

联课表扬大会中，本校颁发的奖项有包括团体金银奖、最佳才艺团体奖、最佳制服团体奖、
最佳武术团体奖、最佳行政服务团体奖、最佳体育团体奖、最佳男女服务奖、杰出服务奖、最佳
男女运动员、杰出运动员奖。
另外，本校也颁发特别贡献奖、最佳领袖奖、杰出毕业生奖等奖项给
高三毕业生。
本校的扯铃队、武术团、健言社相声队以及校园歌手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的表
演。
本校在此恭喜所有的初三同学和所有获奖同学与团体，在此祝福所有初三生升上高中后继
续发光发热，所有联课团体的表现能更上一层楼！

2019表扬大会得奖列表

才艺团体

中西乐团

金

戏剧团

金

舞蹈团

健言社

电子创意学会
合唱团

英语辩论队
学长团

男童军

圣约翰救伤队

女童军
少年军
学生警察部队
空手道
跆拳道
武术团
柔道

级长团
演出服务干部
图书馆助理团
校闻编辑社
校园报报看

数学学会

金

记忆力学会

银

金

最佳壁报奖

日语学会

金

最佳才艺团体

科学学会

金

金

最佳PPT设计奖

金

最佳汇报奖

金

最佳制服团体

行政制服团体
金

金

田径学会
乒乓学会
篮球学会
羽球学会
排球学会

最佳壁报奖

制服团体
金
银
金
武术团体
金
金
金
最佳武术团体
银
行政服务团体
金
银
银
金
最佳行政服务团体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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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会

金
银

最佳普通学会

体育团体
金
金
最佳体育团体
银
金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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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绩颁奖典 礼

不经一番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

报道：全业惠 摄影：任志潍、马艺臻

日期：2020年1月21日

本校于2020年1月21日（星期二）
，上午十时至中午十二时正，于本校冷气大礼堂举行了学
术成绩颁奖礼，奖励去年校内考试考获佳绩的同学！首先颁发的是2019年国际中一班至中五班
及统考初一班至高二班学科奖，还有各级获得全级一至三名的同学也一一上台领奖。
正所谓：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世上无不劳而获之事，同学们之所以能上台领奖，肯定是靠
平时抱持着勤奋好学及自律的态度，才能有所成就。希望其他同学也向他们看齐，努力求学，下
一个站在台上领奖的就是你了！加油！

2019年国际班中一学业
成绩优异奖

2019年统考初中一班学业
成绩优异奖

2019年国际班中二学业
成绩优异奖

2019年国际班中一学业成绩优异奖 2019年统考初中一班学科奖

2019年统考初中二班学业
成绩优异奖

2019年国际班中二学科奖

2019年国际班中一学科奖

2019年国际班中二学科奖

李芬龄 F2M

高玮琪 F3M

赵洁敏 F2M

华文、国文、科学(英文)、电脑

张元嘉 F2M

数学(英文)

刘宇涵 F2M
陈健安 F2M
何倅慜 F2M

英文

地理(英文)、历史(英文)

陈健安 F2M

国际班全级第三

陈思如 J2J

数学、科学(英文)、地理

刘静婷 J2J
李颖恩 J2J
周智泓 J2J
许君 J2H

杨慧伃 J2H
骆喆智 J2F
陈凯琳 J2Y

数学(英文)

华文、国文、地理

吕子旸 J3J

数学(英文)、科学、历史

英文、地理、电脑

数学(英文)、剑桥英文
数学、科学(英文)
美术

2019年统考初中二班学业成绩优异奖

历史
电脑

孙翊量 J3J

统考初中二全级第一

杨舒霙 J3J

统考初中二全级第三

刘育任 J3J

美术

统考初中一全级第三

国际班全级第二

孙翊量 J3J

李佳錡 J3J

剑桥英文

郭哲谦 J2J

国际班全级第三

刘育任 J3J

科学

统考初中一全级第一

高玮琪 F3M

吴长耀 J3J

2019年统考初中一班学业成绩优异奖
陈思如 J2J

国际班全级第一

杨舒霙 J3J

英文

黄家界 J2J

地理(英文)、美术

2019年统考初中二班学科奖

2019年统考初中一班学科奖

华文、国文

数学(英文)、科学(英文)

骆证伊 F3M
阿利刵 F3M

国际班全级第二

黄家界 J2J

国文、电脑

英文、历史(英文)

2019年国际班中二学业成绩优异奖

2019年国际班中一学业成绩优异奖
刘菡咛 F2M

骆证伊 F3M
周佳翌 F3M

美术

国际班全级第一

华文、历史

阿利刵 F3M

历史

赵洁敏 F2M

沈扬铭 F3M

2019年统考初中二班学科奖

统考初中一全级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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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际班中三学科奖
陈健平 F4M

华文、国文、历史(英文)、地理(英文)、美
术、科学(英文)

陈静芊 F4M

历史

郑佳航 F4M
王博胜 F4M
郑勇恒 F4M
梁杏儿 F4M
赵诗敏 F4M

2019年统考高中二班学科奖

数学(英文)

骆俊贤 S3SJ

电脑

汪进 S3SJ

美术

梁杏儿 F4M

国际班中三全级第三

黄永健 S3SJ
杨金源 S3SJ

陈仪佳 S3AT

国际班中三全级第二

林凯依 S3CY
王惟柔 S3CY

2019年国际班中四学科奖
张语殷 F5M

华文、化学

谢思宁 F5M

数学(英)

刘焱炜 F5M
杨威妮 F5M
戴宇恬 F5M
朱晨昕 F5M

李金芝 S3CY
赖奎君 S3SJ

国文、英文、物理

何萱 S3CF

陈妍錡 S3DT

高数

郑媛匀 S3DT

生物
电脑

刘焱炜 F5M

国际班中四全级第一

谢思宁 F5M

国际班中四全级第三

曾玮璊 S2CY

胡恩欣 S2SJ
温舒婷 S2SJ

许铭恩 S2AT
李乙运 S2SJ
王玮璘 S2SJ
郑宽 S2SJ

罗淑媛 S2AT

夏采苇 S2CY
丘欣婕 S2CY
颜榕萱 S2CY

叶怡双 S2CF

王佩可 S2DT
洪莉琳 S2DT

数学

数学(英文)、高级数学（商）
高级数学（理）
生物
物理
化学

历史、地理
商业学

经济学、商业学(英文)
簿记与会计科
电脑
美术

素描、基本设计、彩色绘画科
美术理论

统考高中一班（理）全级第三

胡恩欣 S2SJ

统考高中一班（理）全级第一

王玮璘 S2SJ

统考高中一班（理）全级第二

国际班中四全级第二

张祯倪 S2CY

统考高中一班（商）全级第二

华文

丘欣婕 S2CY

统考高中一班（商）全级第一

国文、数学(英文)、高级数学（商）、商业学
（华）、经济学

曾玮璊 S2CY

统考高中一班（美）全级第三

林紫媃 S2DT

统考高中一班（美）全级第二

英文

王佩可 S2DT

统考高中一班（美）全级第一

剑桥英文

林修妘 S2DT

统考高中一班（文）全级第三

数学

许铭恩 S2AT

统考高中一班（文）全级第二

高级数学（理）

统考高中一班（文）全级第一

生物、化学

周芷杉 S2AT

2019年统考高中二班学业成绩优异奖

物理

历史、地理

商业学（英）

林嘉纹 S3SJ

统考高中二班（理）全级第一

黄永健 S3SJ

统考高中二班（商）全级第三

电脑

统考高中二班（商）全级第二

美术

统考高中二班（商）全级第一

彩色绘画科、美术理论

统考高中二班（文）全级第三

素描、基本设计

统考高中二班（文）全级第二
统考高中二班（文）全级第一
统考高中二班（美）全级第三
统考高中二班（美）全级第二
统考高中二班（美）全级第一

2019年国际班中四学业成
绩优异奖

2019年统考高中二班学业
成绩优异奖(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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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淑媛 S2AT

统考高中二班（理）全级第三
统考高中二班（理）全级第二

簿记与会计科

2019年国际班中三学业成
绩优异奖

陆宇真 S2SJ

统考高中一班（商）全级第三

2019年统考高中一班学科奖
陶恩绮 S2SJ

国文

2019年统考高中一班学业成绩优异奖

2019年国际班中四学业成绩优异奖
张语殷 F5M

英文、剑桥英文

张家璇 S3CY

2019年国际班中三学业成绩优异奖
王博胜 F4M

廖茁彣 S3SJ

胡晨璐 S3AT

数学(英文)

国际班中三全级第一

华文

彭嘉韵 S3SJ

英文

陈健平 F4M

林嘉纹 S3SJ

黄永安 S3SJ
骆锶崚 S3CY
黄詠怡 S3CY
王惟柔 S3CY
郭廷敬 S3AT
邹镓壕 S3AT
陈仪佳 S3AT

邱楚云 S3DT
陈妍錡 S3DT
郑媛匀 S3DT

2019年统考高中一班学业
成绩优异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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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感恩之夜

首届传灯人奖 - 陈昌孔老师

2019年11月16日（星期六），傍晚七时正
至十时四十五分，在本校大礼堂进行了第七届
感恩之夜。傍晚六时正，两只舞狮就在底楼迎
宾，锣鼓喧天，为校园增添热闹气息！在大礼堂
更有一番美好风景。

报道：全业惠
摄影：任志潍、马艺臻、翁怡萱、钟可佳
日期：2019年11月16日

本校董事会主席拿督斯里郭显荣致词，他
在致词时表示在这竞争激烈的时代拥有一颗
感恩的心很重要。
以今年2019年的校务表现来
看，可以说是本校大丰收的一年。学术方面，本
校高、初中共有51位考生考获4A或以上的佳
绩。当中更有18位考获全科A的佳绩。2019年
度IGCSE考试也交出亮眼的成绩，58%学生考
获7A或以上的成绩，当中谭可悦同学荣获10
科A等的优异成绩，为校争光。特别的是，还有
两位同学分别在IGCSE会考中的第一语言英
文、高级数学考获全国最高分。课外活动方面，
去年11月份至今年9月份，共荣获575项冠军。
学校这数年来的一切得来不易，要感谢的人太
多了，包括学校董事、教职员、家长、校友、赞助
人、领养人以及其他很多热爱华文教育的热心
人士。此外，槟州政府及中央政府的制度化的
拨款在很大程度上也缓和了学校的财务负担。
郭董事长再次感恩全体曾帮忙锺灵独中的人
士对本校的支持！

首先，拉开序幕的是华乐团的演奏—《乐
响》
，在曲子演奏完毕，紧接下来的是王紫薇献
唱《情人流浪记》
，她以美妙动听的歌声及丰富
的感情唱出这首歌曲，让人听出耳油！管弦乐
团演奏迪士尼电影的经典曲子《Pirates at the
war》。演奏后，司仪邀请校长讲解华乐与管弦
乐结合的缘由，校长讲解了学生学习以中西乐
器合并的情况。校长表示学生在读书时压力与
时间有限而必须分配时间，现今孩子学习的速
度快，能一心多用，若把一种乐器学好而掌握
其他乐器就比较容易了。只要一个人能专心学
好，就不难了！校长以身作则示范让学生了解
学到的本领将跟随我们到老，当年校长就是学
习华乐，而吹笛这一技艺至今仍傍随着他！华
乐与管弦乐齐奏及校长在台上熟练地吹奏笛
子演奏《江南春》
，一演奏完毕，礼堂顿时响起
如雷的掌声！在大家还沉醉在美妙的演奏音乐
中时，大家先静下心来观赏由校园报报看制作
的本校办学理念影片。之后，本届高三毕业生
陈颖恩同学演唱了《Falling》
，她也邀请了妹妹
陈颖雯一同合唱《缘分一道桥》
，超赞的音响让
她们美妙的歌声回荡于礼堂中。

在董事长致词后，许文龙副校长主持支
票移交仪式，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馆鲁世魏阁下
移交支票五万八千令吉予本校。鲁世魏阁下受
邀致词时表示他是第一次来到锺灵独中，但之
前就听闻本校名声因是全国独中名列前矛的
学校。他认为今晚学生们的表演都是高水平的
演出，祝贺本校取得的成就！除此之外，本校还
特地安排了传灯人仪式，拿督陈昌孔老师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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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传灯人，他是时代的开拓者、创始者更是
传承者，他如同一盏灯照亮人心，温暖社会。在
以影片简介了他这半个世纪的成就后，本校颁
发首届传灯人奖项予陈昌孔老师。在特别的传
灯环节，校长感谢陈老师在本校服务了五十六
年，希望老师们也能像陈老师一样在独中为华
教付出！

今年班歌比赛获奖的班级J3T《悟》、J3J《
归来吧！孩子》与S2CH《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也在这美好的感恩之夜汇报。之后，由九大才
艺团体之一的电子创意学会以视频展示作品， 校武术团、柔道与跆拳道团员们的功底不浅，
虽然该学会不能在舞台上表演但这些年优异 以“文武双全”形容他们也不为过。另一方面，
的表现也值得表扬，他们的成就在影片中就可 中西乐团的吹打乐小组也演奏了《普天同庆》
见一斑。他们不只是播影片，还亲手制作了电 。今夜的相声表演由吴璟彤与陆宇真同学演绎
，逗哏与捧哏以幽默有趣的
子小车赠送予嘉宾，这些小车子都是手工制 《说成语，爱华教》
作，结合了美术设计，每一辆小车子都是独一 方式让大家了解华语的重要性，更热爱我们的
无二的小车子。随着迎合科技发达的步伐，本 母语，爱护并传承华教！相声表演后，合唱团团
校于明年开始也将把机器人课程纳入正课内， 员合唱《野百合也有春天》与一首日语歌曲。另
，打鼓配
让本校的学生都有机会学习更多。紧接着是舞 外，廿四节令鼓表演的主题为《家暴》
蹈的表演，舞蹈团团员在林委德副校长的编导 上演绎与屏幕上的ppt，诠释了家暴对孩子带
下以优美的舞姿传达了孙中山到槟榔屿的历 来的心灵伤害及孩子们渴望过着幸福快乐的
日子。
史与对华校的贡献。
除了学生的演出，教师团队也在这感恩的
夜晚呈现节目，叶嘉棋老师演唱影视歌曲《大
鱼》
，苏圣源老师唱了一首英文歌曲，陈惠梅老
师与张蕴维老师合唱经典歌曲，载歌载舞让观
众欢呼喝彩！林委德副校长献唱《山歌小调》。
老师们的天籁之音让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三
大武士团也在今夜表演，正所谓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他们在出拳踢脚、舞棍耍剑都非
常到位！配乐再配合协调的动作，更突显了本

在今晚的演出接近尾声时，吴维城校长致
谢词，感谢同学们精湛的演出，本校同学能通
过演出成长。本校也需要大家的帮助，这一年
来本校提升了许多设备，舞台荧幕加大、舞台
加宽、篮球场加盖等等都耗资庞大经费，本校
感谢大家出钱出力。本校耗资十万马币在发展
设备以外，在培训教师方面也不遗余力，本校
安排了教师就读教师专业课程与硕士课程。校
长语重心长地表示虽然这一切需要花许多经
费，无论多困难，都希望华教越办越好！我们用
心在办教育，毫不浪费一分一毫，感谢大家的
支持！感谢林委德副校长、活动策划的老师与
同学们，交通纠察团的同学在活动结束后还需
要指挥交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和表演者，
都是让本届感恩之夜能顺利进行的功臣。
吴校长致词后，压轴表演的是2019年毕
业生代表表演韩曲舞蹈。在他们表演后，全体
今夜演出者再次登上舞台谢幕，感谢大家对本
校的鼎力支持！冀望来年各界人士亦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地支持本校发展！感恩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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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人才培训计划，
协助青年
创造美好未来
报道：戴揚羚、马艺臻、翁怡萱
摄影：任志潍、翁怡萱 日期：2019年11月8日

由槟州政府、Youth of Future及PYDC主
催，本校主办，艺托邦教育信托基金会、世界华
人美术教育协会、槟城美术教师协会、马来西
亚少儿美术教育协会及槟城赤道艺术学院协
办的首届马来西亚STEAM（美育）教育与青年
人才培训计划开幕仪式于2019年11月8日在
本校大礼堂隆重举行。

展望与目标，这是一项需要长期执行的计划，
来帮助槟州青年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发展，为国
家未来作出贡献。

锺灵独中董事会副财政准拿督张彬圣先
生说，
“美育”不仅仅是审美能力的培养，更是
人文思想、情感和个人意识的再造。全球教育
已走向科技化及美育化-STEAM，从原本的应
付化教育改为素质教育（德智体群美劳）。另，
美育也可分为狭义及广义。狭义是关于艺术教
育；广义则是人生境界达到最高水准及如何建
立自己的人生观。他强调，通过这两天的培训
计划，即可以为素质教育带来许多的好处，也
可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让美学教育更上一
层楼。

槟州青年与体育理事会主席孙意志在致
辞时表示，STEAM里的“A”即艺术（Arts），这
往往是家长们所忽略的。近年来，槟州政府都
在研讨更多的教育方案，以便让学生们从中获
益。
“A”不是指特优的成绩，孙议员希望同学们
不要只追求优异的成绩，而应该从学习中认识
环境美以及人格美，鼓励青年人有更多的发挥
空间，去发现身边的美好事物。

此项目两天的活动包括美育主题讲座会、
工作坊、圆桌交流及课堂教学示范，让学生及
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美育，通过美国STEAM前
瞻性的理念来探析马来西亚与国际艺术教育
的发展，并为大学或大专青年以及艺术教育工
作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以促进各校青年
老师与学校领导者深入了解STEAM人才培育
优势与未来趋势。

孙议员强调，青少年可从艺术的角度来
发现，看待和面对人生，并透过美术教育来发
掘更多的天分和潜能，以及培养解决问题的能
力，自我提升。除此之外，校方也应该要懂得欣
赏及鼓励对艺术有兴趣的学生，以便他们可以
得到更多社会的认同。最后，孙议员表示，大家
不能停留在原地、时刻依靠着科技，而是应该
往自己的目标前进。透过美术教育，能够让青
少年在社会里发现“美”
，从而学会珍惜，这些
都是成人成才的先决条件。

开幕典礼的出席嘉宾包括槟州青年与体
育行政议员YB孙意志、锺灵中学董事会副财
政准拿督张彬胜、本校吴维城校长、陈怡倩博
另，孙议员指出，为配合槟城2030愿景， 士、Mr.Andre Hargunani及梅德顺博士。
槟州青年与体育委员会将推介‘青创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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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翁怡萱
摄影：钟可佳 日期：2019年11月17日

阿里巴巴专题讲座：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机会”

本校有幸邀请到阿里巴巴全球数字经济
教育联盟秘书长周涌先生，为大家举办一场“
阿里巴巴专题讲座：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机
会”的讲座。讲座于2019年11月17日（星期日）
举行，许多学生及家长，甚至是校外人士，都前
来聆听。

周涌先生先是以“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为
例作为开场，向大家说明了物流在商业活动中
的重要性。他也表示，现在中国有许多年轻人
开始创业，他们的创业环境和状态是非常紧张
的，他们必须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才能够在工作
领域创造更多价值。他也谈到了近年来人工智
能和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不管我们能否接受，
是否喜欢，它们都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未来还
会与我们共存。互联网把世上万物都相连，因
此所产生的数据的应用也将会改变整个世界。
当所有事情都被连接起来，将会产生两个很大
的影响：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虽然已
经不是新的技术，但在未来几年它将进入我们
的生活，像人类一样生活着。二、数据时代的发
展，当数据时代到达，商业的逻辑也会有不同
的发展。也许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用科技化
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周涌先生也说，
数字阶段便是互联网阶段的下一个发展。中国
在近20年来的发展迅速，他们的互联网已超越
世上的许多强国，就连美国很多大企业到中国
25

发展最后也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社会基础设
施的建设也为他们商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很
大的作用，以中国的高铁为例，中国的发展趋
势可说是非常完整和方便的。
在讲座的最后，他鼓励大家要用于求变和
尝试，才不会在经济洪流被落下，并试着时代
的改变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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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班开课仪式

报道：陈万德 摄影：陈万德 日期：2019年12月10日

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和中国广州华南师范大学联办，首届“2019年华南师范大学槟城教学
点教育硕士班”正式开课！教育硕士班开课礼于2019年12月9日（星期一）举行，由锺灵董事会总
务胡万奔掀开序幕，出席嘉宾包括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张卫教授、心理学院院长何先友、
学报编辑部主任兼教师教育学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副主席王建平、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副主席
拿督骆保林、秘书刘瑞贤、槟威董联会主席兼日新董事会代表李添霖、韩江三校董事会副总务黄
慧雄、槟华四校董事会监学黄金珠、董事陈秋亭、锺灵独中校长吴维城，槟华独中校长廖静仪，韩
江中学校长江美俐等。
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主席拿督杜乾焕致词表示，为了减轻学员经济负担，该基金会赞助所
有来自槟城5所独中学员三分之一学费，5所独中的董事会，也将各自赞助其学员三分之一学费，
以鼓励各独中在职老师把握机会深造自我提升。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张卫教授说，此槟城教育硕士班是该大学第一个国外研究生教
学点。
他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了提升国际间竞争力，教师专业化是全球的趋势，该大学也全
面开启建设中国高水平创新型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新路程。此硕士课程获得31名来自锺
灵独中、韩江中学、槟华独中、日新独中、菩提独中、霹雳曼绒南华独中及双溪大年新民独中的在
职老师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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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圳石岩公学交流心得

特别
报道

报道：中西乐团&舞蹈团

2019年12月18日，本校中西乐团吹打乐
小组、两位相声演员以及两位歌手搭乘深圳航
空远赴中国深圳石岩公学进行交流。这是一段
为期八天七夜的交流之旅。到达了中国深圳机
场后，本校学生受到了石岩公学代表们的亲切
接机，便正式开启了在深圳的交流。

二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卓乐幼儿园有量
身定制的课程。此外，每二至三小时便会让孩
子们到室外进行体育活动。接着，我们也陆续
参观了富士康公司的其它主要的厂房，让我们
了解富士康公司基本的运营状况和产业信息。

12月24日，石岩公学举办2020年“中华
第二天一早，石岩公学的领队老师到酒 心•丝路情”新年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演出
店接本校交流团到石岩公学参观。石岩公学于 单位为石岩公学以及本校锺灵独立中学。此音
1994创办，和本校锺灵独立中学是姐妹校。学 乐会于石岩公学田径运动场举办，场面更是多
校素有“中国基础教育的大学城”、
“天然氧吧， 达八千人。此音乐会分为上下篇，上篇为“青春
人才高地”、
“岭南民办基础教育的名片”美誉。 中华”
，下篇为“丝路之歌”。这场音乐会的表演
在参观学校期间，我们也非常幸运地参加了石 单位有就读于石岩公学幼儿园的孩子们、石岩
岩公学第14届跳蚤书市暨“仁爱公学，爱在春 公学的中小学生，更有石岩公学的老师们。这
蕾”善款筹集活动。除此之外，本校交流团也参 场音乐会节目丰富多彩，有多达15场节目，其
观了广东省深圳市许多旅游景点，其中包括深 中包括歌伴舞、情景联唱、舞蹈、手风琴群奏、
圳莲花山公园、深圳书城、大鹏所城等景点，让 相声、吹打乐演奏、独唱、合唱等。
本团师生更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
以及历史气息。
当晚的音乐会圆满成功地举办，本校吹打
乐小组、舞蹈团、两位相声演员以及两位歌手
值得一提的是，本校交流团更有幸参观深 的表演都十分精彩。这场交流之旅更是把两校
圳富士康龙华科技园。首先，负责人带领我们 关系拉得更亲近，且增进了两校师生的感情，
参观了富士康卓乐幼儿园。卓乐幼儿园是一间 让本校师生在人生地不熟的深圳感受到浓浓
六层楼的幼儿园，，学子们都是在富士康公司 的人情味。同时透过与深圳市石岩公学的交流
上班的员工的孩子，因此孩子们也被称为“富 和考察，从中本校师生从中自我提升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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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受邀赴友好学校深圳石岩公学
“新年音乐会”两校联袂同台演出

报道：陈万德 摄影：吴维城 日期：2019年12月24日

锺灵独立中学与中国深圳市石岩公学于2018年正式结为友好学校，而在去年本校有幸受
邀前往深圳市石岩公学参与“中华心.丝路情”2020年新年音乐会，与该校学生联袂同台演出。
音
乐会于12月24日晚在石岩公学田径场隆重举行，该校7000余名师生和家长欢聚一堂,辞旧迎新,
共享音乐盛宴。当晚，更有我校学生歌手、曾是《中国好声音》周杰伦战队的陈颖恩同学倾情歌
唱,现场星光熠熠,氛围热烈,高潮迭起。
另外，我校派出中西乐团、舞蹈团、健言社、学生歌手共29
位学生前往参演，实属荣幸。
此次的音乐会，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戴金荣,本校吴维城校长,石岩公学
校长李洪滨,中国作家、智库专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教育文化战略研究所
教授、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国际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
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校企合作委员会常务理事、博大教育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张明亮等出席
本次盛会。
我校是马来西亚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华文学校,在传承华夏传统文化方面做出卓越贡献!
近年来,深圳市石岩公学在李洪滨校长的带领下逐步将学校教育迈向国际领域,积极与国外的高
水平学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我校也重视国际化教育,多次与国内外的学校进行交流合作。
同时
吴维城校长非常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本校开设了落实弟子规、民族乐器教育的相关课
程,这与石岩公学推崇的“善文化”建设理念不谋而合。
相近的办学理念,重视国际化教育,两校之
间的课程建设有共性又有互补性,构成了两校合作的良好基础。
石岩公学李洪滨校长与我校吴维城校长共同表示,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文化同根,在“一带
一路”伟大倡议下,希望双方进行更多的、更密切的交流,培养出更多的中马友好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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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靈獨中迎新日
340初一新生来报到

小六生们一升上中学，初来乍到，对于陌
生的环境，是否会紧张？ 为了让2020年新生熟
悉校园环境并认识班上的老师及同学，本校于
2019年12月28日（星期六）举办了迎新日，共
有340位新生在上午九时正前往各班报到。今
年本校开办9班新生班，分别是7班初一统考班
及2班的国际中一班，相比去年多增加了1班。

校园
动态
报道：陈万德
摄影：任志潍、林瑜婷
日期：2019年12月28日

责任感，让孩子不断进步，更上一层楼！另外，
校长强调阅读有助于提升专业能力，希望家长
亦能陪伴孩子阅读，培养孩子拥有阅读的好习
惯！本校的阅读角落就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分享
处，家长和孩子们亦可分享书籍给他人。

另一方面，吴维城校长在讲座上也向家长
们讲解了本校的行政结构、教育方针、学校的
一早，新生们就穿戴整齐地到各班报到。 政策、教师专业素质发展以及奖助学金申请事
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班导师先让新生们检查 项等等。希望新生们在新的一年能快速适应中
锺灵系统上的学生个人资料，并向新生们进行 学生涯并努力学习，将来有所作为，为社会献
班委选举说明、班规拟定说明及值日生表拟定 力！
说明。除此之外，本校学长团也带领新生们参
观校园，熟悉环境。
校方也在大礼堂举办家长说明会，吴维
城校长向新生家长们说明今年本校多开了一
班初一班级，故本校共有48班，全校学生人
数1800人。校长也向家长讲解学校的办学理
念，让家长了解本校的三年短期重点计划—
MPES，2020年正迈入第三年，这也是本校重
视的一环。另一方面，校长讲解六育平衡发展
的重要，并温馨提醒家长孩子升上中学了应让
孩子独立成长，与校方配合让孩子在学校快乐
成长！本校及格分为60分，是为了培养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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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报道：陈万德 摄影：任志潍、马艺臻、林瑜婷
日期：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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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靈獨中开学日迎来340名新生

2020年1月2日开学日，本校共有340名新生加入锺灵这个大家庭。

本校于上午9时40分召集新生集合到大礼堂。
首先，吴维城校长向新生灌输锺灵十大信条，
并在会上宣导“爱吾锺灵”的爱校精神，希望新生能把自己的生命与“锺灵”结合为一共同体，在
未来的成长路，爱惜自己，提升自己，成就自己，将自己的荣耀回馈给“锺灵”
，反馈给社会，达到
与“锺灵”共存共荣的教育愿景。
随后，刚加入本校的新生们也在校长的指导下先练习唱校歌。
本校推广传统文化教育，新生也在开学的第一天，由吴维城校长亲自示范，学习坐姿、站
姿、90度鞠躬等正确的方法。
生活礼仪也是本校注重的其中一环，所以校方亦希望本校新生能尽
快适应新环境并成为一个具备德、智、体、群、美、劳六育的锺灵生！

2 0 2 0年鍾靈獨立中學全体 教 职 员 迎 春 晚 宴

报道：李宪衡 摄影：任志潍、马艺臻
日期 ：2020年1月17日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转眼间忙碌的2019年已过去，充满期待的2020年向我们走来。
新的一
年，孕育新的目标和希望，2020年1月17日晚上，本校全体教职员迎春晚宴于大礼堂隆重举行。
晚宴在热情洋溢的两位主持老师的祝贺中拉开了序幕。
本校董事长拿督斯里郭显荣学长发表了
新年的祝词，并对本校全体教职员多年的辛勤付出表示了感谢，同时也提出了对新的一年的希
望与祝福。
现场董事、校长和全体行政主任为全体教职人员送上红包，以表示对于教职人员在新一年
的祝福。宴会中间还穿插着老师与助理团的深情献唱和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教职人员的歌唱
表演让掌声、欢呼声不时在晚会现场上荡漾。全体教职员享用丰盛的晚餐，为新的一年举杯同
庆。
整个宴会在和谐、温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2019年，我们微笑过，艰难过，失去过，也收
获过，站在2020年的新路口上，让我们一起昂首阔步，共同书写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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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靈獨中越野赛跑
报道：全业惠 摄影：廖武江、马艺臻、
陈康馨、施子娴、黄铭敏、周泽仁
日期：2020年1月31日

2020年常年越野赛跑比赛（男甲）

2020年常年越野赛跑比赛（女甲）

2020年1月31日（星期五）
，亦是农历正月初七—人日，在新春
佳节喜气洋洋的一大清早，你若是到槟城青年公园，就会见到锺灵
独中的学生齐聚一堂参与一年一度的越野赛跑。

2020年常年越野赛跑比赛（男乙）

上午七时三十分，全校学生聚集于舞台前，在吴维城校长的
带领下做早操。早操结束后，才开始本年度的越野赛跑。越野赛分
为六组进行，分别是男子甲组、乙组、丙组及女子甲组、乙组、丙组。
上午七时四十五分，比赛正式开始，参赛者们在吴校长一挥旗宣布
2020年常年越野赛跑比赛（男丙）
比赛开始后，立刻往前冲！伴着沿途的鸟语花香，学生们有机会接
触大自然之外，温馨的一幕就是有家长也参与其盛，陪伴孩子一起
跑！这不但能促进亲子关系，也可见家长以行动支持本校所举办的
活动，意义非凡。
参赛者们在上午九时前完成比赛，跑回终点站后就到舞台前
集合，等待颁奖。颁奖仪式于上午九时正式开始，首先董事会文书
方崃兴先生代表上台致词时表示本校为了锻炼本校学生的体魄，
并且培养终身运动的精神，每一年都会举办越野赛跑，这不仅是一
项体育活动，也体现多方面的教育意义，同学们参与比赛并能完
成历程靠的是个人意志力，董事部感激全校师生为本届的常年运
动会付出使越野赛顺利进行，并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心
愉快！在董事代表致词后，各部门主任受邀上台颁奖予本届获奖的
参赛者们。
领奖的同学露出灿烂的笑容，喜悦且活力满满地上台领
奖！本校越野赛跑于上午十时圆满落幕！本年度没获奖的同学千万
别气馁，加强锻炼，来年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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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常年越野赛跑比赛（女乙）

2020年常年越野赛跑比赛（女丙）

团体奖 - 男&女（冠军）

成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组别

学号

16285

15148

17284

15436

男甲
姓名

成绩

叶佳权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6

19040

8

18247

巫堉鑫

初三仁

高三理和

10

18226

林毅智

初三仁

10

高三商爱

12

19332

谢佳城

初二仁

12

14

18401

16

18091

18

18205

20

17278

5

15096

江政融

高三理和

7

15362

16186

17153

朱铭

温杰胜

林振玮

高二理义

吕凯铨

15172

陈启泽

16417

16136

17088

16232

15170

18342

17089

16160

陈泓维

亚军
季军

组别

学号

17360

17135

15203

16371

16189

16286

15409

15120

15238

17015

高二商忠

邱立扬

国际中五礼

方勇莛

高二商孝

许友胜

高一理和

张致伟

高三商仁

林祖翰

高三理义

洪立信

高一理义

陈衡晖

名次

冠军

高二理和

高一商忠

15212

16193

高三美信

郑裕衡

高二商孝

本届记录:22:59:50

班级

积分

国际中五礼

38

高三理和

高三理义

女甲
姓名

吴丹雨

李俊龄

张伟爱

19

团
体
奖

18276

18252

江宇航

李明怿

初三仁

初二仁

黄靖纬

初三忠

吴书安

薛琮捷

唐宇俊

陈启杨

范智琁

初三和

初三忠
初三爱
初三孝

初三仁

班级

积分

初三仁

23

初三义

季军

初二仁

亚军

初三忠

本届记录:22:44

冠军

女乙

32

8

20132

20282

20079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156
20074
20139
20089
20254
20062
20033
20051

团
体
奖

组别

初三信

10

高一理义

12

18050

沈恩熙

初三孝

12

20100

14

19288

初二义

14

20277

16

19190

初二和

16

20088

18

18168

初三和

18

20187

20

19194

初二仁

20

20083

高二文信

高一文信

高二理义

高二理义

高二理和

本届记录: 23:37:13
班级

积分

中四礼

44

33

45

13

15

17

19

18022

18151

18153

18189

19337

初三爱

陈柔琳

蔡子怡

吴丹平

吴洁熙

黄于恩

叶佳雯

名次

初三和
初三义

初三和

李芬龄

国际中三礼

邢怡恩

黄嘉馨

本届记录: 21:07:59
班级

积分

初二义

42

冠军

初三和

季军

初三义

亚军

初三和

谢微棋

大会记录:22:10:91

团
体
奖

初二和

37

15

46

初一忠

林祖汶
张栩浚
尤浚轩

初一孝

周轩旭
班级

积分

初一信

56

学号

姓名

7

20237

20052
20123

20263
20087

郭颖锶
李妍柔

初一忠
初一忠

国际中一平
国际中一平
初一义

国际中一礼

王菊琪

初一和

方靖希

11

20080

杨凯萱

20092

黄婕霖

20364

李椲柔

20031

黄哲熏

20065

蔡瀞萱

初一和

梁泳儿

国际中一平

黄裕婷

初一仁

李芊慧

黄筱晴

黄诗秦

陈怡均

大会记录:22:10:84
名次

班级

杨宁芯

20135

团
体
奖

初一孝
初一义

初一义

初一信
初一和
初一和

初一忠

初一和
初一和

本届记录:23:06:32
班级

积分

初一忠

23

冠军

初一义

季军

国际中一平

亚军

62

初一义

蔡慧涵

9

20005

30

女丙

卓维靖

19

国际中一平

本届记录:23:07:31

20320

17

初一爱

国际中一平

5

15

初一孝

许宗祐

马欣玲

13

初一忠

黄章栋

20283

8

国际中一平

国际中一平

庄佳意

19209

许家瑄

苏俊熙

刘立伟

季军

亚军

18405

11

18253

初一仁

国际中一平

3

6

初一和

林玮捷

陈韵婷

初二义

国际中三礼

初一爱

初一爱

陈昫衡

20084

4

周佳翌

曾煜善

1

初三和

初一爱

初一爱

初一爱

10

18305

江钦灴

冠军

高三商孝

初三和

李佳錡

初一义

许正生

名次

初三和

庄佳汶

初一和

温仁颉

大会记录:23:53:25

2

17409

朱铭轩

黄目川

20155

初一信

国际中一礼

20181

初三义

国际中三礼

陈梓阳

11

20207

班级

初一信

校园
动态

林凯闻

黄京川

成绩

方嘉颐

姓名

陈梓昇

20180

班级

18278

男丙

9

刘嘉敏

9

姓名

9

6

7

19339

3

学号

初三忠

羅勇恩

刘日吉

名次

组别

初二义

8

胡瑩瑩

中五礼

18235

初二仁

杨凯恒

20165

20104

林葦嘉

国际中四礼

季军

19064

王铉翊

4

5

19340

胡晓韵

高三商孝

18323

初三仁

6

高三商孝

冠军

18295

初三义

庄恢永

20292

20300

李乐怡

高二商忠

陶恩绮

19260

黄凯恩

2

3

18169

高二商孝

吴芳宜

18122

初三义

4

1

高三商孝

游易萱

初三义

陈韦飏

学号

20291

18009

国际中五礼

彭嘉彤

刘庭佑

1

2

高二商忠

郭宇恩

18156

成绩

高一商孝
高一商忠

林畇妤

初二信

成绩

林恬愉

程芷薇

班级

李伟杰

大会记录:21:38:63

7

16188

亚军

17

国际中五礼

叶诗晴

名次

15

陈美琳

16037

16128

13

姓名

19110

组别

班级

国际中四礼

15173 黄氵雯宣

16130

11

5

王雅萱

17162

42

9

高三理义

16234

17193

19

高三商仁

王芝琳

王菊纤

大会记录:19:58:47

团
体
奖

18007

高三理义

19338

5

4

高三商爱

3

蔡明威

3

6

18129

1

15323

15200 李女秀伶

4

2

高一理和

1
2

高三理和

蔡子健

大会记录:20:41:93

团
体
奖

成绩

国际中五礼

学号

男乙

班级

李治宪

陈亦政

组别

20

29

鍾
靈
獨
中
越
野
赛
跑

校
内
比
赛

华语即席
演讲比赛

得奖名单
报道：叶纤妏
摄影: 任志潍、马艺臻、林瑜婷、周泽仁、
张泽恩、张宇金桉
日期：2020年2月5日

冠军

梁乐予 15366 S3SJ

季军

黄芷芸 15119 S3CF

亚军
优秀奖
安慰奖

陆宇真 16024 S2SJ

邹芷薇 16061 S2CF
陈欣仪 15257 S3CF
杨欣妤 17137 S1SJ
杨善渊 17202 S1SJ
乙组

冠军

沈学良 18167 J3H

季军

潘宇恒 18120 J3F

亚军

为了发掘演讲人才，本校华文组在2020年2月5日举
办华语即席演讲比赛。
所谓：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
参赛者必须要提前准备和练习才能充分发挥，脱颖而出。
此比赛将分为三组同时进行，即甲、乙和丙组，共有约90
人参赛。所有赛事于下午4时30分圆满结束，各组别的评
审老师都有对参赛者的表现给予讲评。
最后，再次恭喜获
奖的学生！希望来年的演讲比赛有更高的水准和突破，代
表学校参加各大演讲比赛，并取得佳绩，为校争光！

甲组

优秀奖

黄湘秦 18257 J3J

陈颖钰 19103 J2J
沈扬铭 18221 F3M
丙组

冠军

李妍柔 20263 J1J

季军

沈婷钰 20226 F1P

亚军
优秀奖

王柔绚 20231 J1J

林璟彤 20091 J1J
林乐熒 20259 F1M

2019年度统考优异生奖励金移交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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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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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语、英语演讲比赛

特别
报道
报道：叶纤妏
摄影: 任志潍、马艺臻、林瑜婷、周泽仁、
张泽恩、张宇金桉
日期：2020年2月12日

本校英文组、马来文组分别于2020年2月12日及2月19日，下午一时四十分举行一年一度
的演讲比赛。
比赛分为甲组、乙组与丙组进行，甲组为高一、高二、高三、国际中四与中五班，乙组
为初二、初三、国际中二与中三班级，丙组则由今年刚到本校的初一生与国际中一生参与比赛。
奖项分为冠、亚、季军与两份安慰奖。参赛者所选择的演讲课题大多以时事课题为主，例如：爱
国、环保、教育、科技等。
参赛者以标准的英语、马来语演说，咬字发音、演讲稿内容等都是在比赛
中争取得分的关键，有者更配上英文诗歌、马来班顿，为演说词锦上添花，让这场有素质的比赛
增添不少色彩！在参赛者们通过精湛的演说辞令与技巧脱颖而出，夺取最高荣誉！

ENGLISH ELOCUTION
RESULTS 2020
1st PLACE
2nd PLACE
3rd PLACE
CONSOLATION
CONSOLATION

KEPUTUSAN PERTANDINGAN
SYARAHAN 2020

CATEGORY A
S2SJ ELISE OH
S3SJ LEONG LE YU
S2CF CHUANG HUEI HUAN
F4M KANG YEONGSEO
S3DT SYLVIA TEH

Johan
Naib Johan
Ketiga
Sagu Hati
Sagu Hati

CATEGORY B
1st PLACE
J2J BERNICE TAN
2nd PLACE
J2J AN YING YEE
3rd PLACE
J2J WAYNE OOI
CONSOLATION F3M ARYA MOSAHAB
CONSOLATION J2J CHONG CAI NI

Johan
Naib Johan
Ketiga
Sagu Hati
Sagu Hati

CATEGORY C
1st PLACE
J1H CHUA JING SHUEN
2nd PLACE
F1M YEAP XIN XUEN
3rd PLACE
F1P KUAN ZHI QI
CONSOLATION J1H LEE CHEN SHENG
CONSOLATION J1F JANERLYNN TEOH

Johan
Naib Johan
Ketiga

Sagu H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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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GORI A
S3SJ Koay Renelle
S3SJ Leong Le Yu
S3SJ Teh Xuan Fen
S3CF Adelin Halim
S1CF Chin YuXun

KATEGORI B
J3J Soon Yi Liang
J2J Chong Cai Ni
J3H Sin Hock Leong
J2J Bernice Tan Jia Xin
J2J Wayne Ooi Jia Jie
KATEGORI C
F1P Kuan Zhi Qi
J1J Lee Yen Rou
J1F Janerlynn Teoh Zi
Xuan
F1P Phang Chloe

荣
誉
榜

1.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Mathematics
Challenge 2019（Category 2- Top 50
Nationwide）
日期：2019年02月26日

1）黄永健（S3SJ）			
2）林师俊（S3CY）			

- Silver Award
- Bronze Award

2.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Mathematics
Challenge 2019（Category 1- Top
Achievers@CLP）
日期：2019年02月26日

1）叶菁涵（S1SJ）、林界佑（S2SJ）、曾靖予（S2SH）、
陈炤彬（S2SJ）、林敏泽（S2SH）、洪敬轩（F5M）、
陈哲颖（F5M）、刘焱炜（F5M）、张语殷（F5M）、
周博文（S2SJ）、谢思宁（F5M）、曾芷萱（S2SJ）、
陈宥运（S2CY）、黄俊元（F5M）、蔡薰伍（S2SJ）、
王玮璘（S2SJ）、林振玮（S2SJ）、李思莹（S2SJ）、
陈沁琳（S2SJ）、练灌宇（F5M）、郑宽（S2SJ）

3.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Mathematics
Challenge 2019（Category 2- Top
Achievers@CLP）
日期：2019年02月26日

1）汪进（S3SJ）、罗馨荟（S3SH）、彭嘉韵（S3SJ）、
林嘉纹（S3SJ）、戴嘉萱（S3SJ）、黄净栩（S3SJ）、
黄永安（S3SJ）

4.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Mathematics 		
Challenge 2019（ Category 1- Top 50 		
Nationwide）
日期：2019年02月26日

1）郑颖健（S2SJ）				
2）黄能业（S1SJ）、林毅航（S1SJ）
张庭维（S2SJ）				

- Silver Award

- Bronze Award

5. SINGAPORE VS MALAYSIA ANNUAL
MATCHPLAY 高尔夫球赛
日期：2019年06月24-27日

1）陈彦伶（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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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个人赛冠军

6. Olympiad Matematik Kebangsaan
（Kategori Muda）
日期：2019年07月20日

1）符敦靖（F4M）、林毅航（S1SJ）
卢松毅（F4M）			

- Sanjungan Kehormat

1）吕子旸（J3J）、吴长耀（J3J）
2）孙翊量（J3J）			

- Sanjungan Kehormat
- Saguhati

7. Olympiad Matematik Kebangsaan
（Kategori Bongsu）
8. Southeast Asian Mathematical
Olympiad 2019
日期：2019年09月30日

1）彭嘉彤(J3T)		
2) 彭嘉韵(S2ST)		

-.Paper E-Bronze
- Paper F- Silver

9. Asia International Essay Writing
Competition 2019
日期：2019年10月11日

1）胡恩欣（S2SJ）			

- Consolation Prize

10. Penang Open Table Tennis Invitation
Championship
日期：2019年10月15日

1）徐蜜意（S1CK）		
- 女子公开组团单打亚军
2）梁杏儿（F3M)、徐蜜意（S1CK）、
黄慧铃（J2H）、尤馨琳（J1H）、
林恬愉（S2CY）		
- 女子公开组团体赛季军

11. American Mathematics Olympiad 2019
日期：2019年10月27日

1）郭哲谦（J2J）、李芬龄（F2M） - Grade 7- Bronze
2）吕子旸（J3J）			
- Grade 8- Bronze
3）刘菡咛（F2M）			
- Grade 8- Bronze、
					
- Grade 7- Silver、
		
- Senior Membership of the International Junior
		
Honor Society (IJHS)
4）卓尚（F2M）			
- Grade 7- Silver、
		
- Junior Membership of the International Junior
		
Honor Society (IJHS)
5）杨寀绫（F2M）、何倅慜（F2M） - Grade 7- Silver
6）卢松毅（F4M）			
- Grade 9- Silver
7）孙翊量（J3J）			
- Grade 8- Gold、
		
- Junior Membership of the International Junior
		
Honor Society (IJHS)
8)郑勇恒（F4M）			
- Grade 9-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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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吉中潮州公会青年团吉中区学术比赛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陈健平（F4M) 			
					

- 初中组硬笔比赛 优秀奖
- 初中组作文比赛 特优奖

1）陈健平（F4M) 			

- 初中组征文比赛特优奖

13.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青年团2019全国学艺比赛
14. 第二十七届全国武术锦标赛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古乙家（J1F) 			
2) 林珏信（J3F) 			
					
3) 谢微棋（J2J) 			
					
					

- 女子传统拳 - 铜牌
- 男子组枪术 - 银牌
- 男子组剑术 - 铜牌
- 女子传统拳 - 金牌
- 女子传统长兵器 - 金牌
- 女子传统短兵器 - 银牌

15. YOUNG INNOVATORS CHALLENGE 2019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王博胜（F4M) 、李俊龄（F4M)、
林子扬（F4M)			
- 金牌

16. IEM TAR UC 1-MINUT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VIDEO COMPETITION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 ENG YU WEN（J2J) 、CHIN KAI LYNN（J1Y) 、
LYN SIOW JIA YI（J2Y）
- LOWER SECONDARY : 		
					
SECOND RUNNER-UP

17. 2019全国青少年DIY戏剧观摩赛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戏剧团			
2) 王卉恩			

- 甲组：佳作奖、艺组：佳作奖
- 优秀演员奖

18. 2019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		
歌曲大赛（2019 CULTURES OF CHINA WATER
CUBE CUP CHINESE SONG CONTEST FOR 		
OVERSEAS CHINESE）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王紫薇（J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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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马区选拔赛 - 季军
- 全国总决赛
- 优秀奖

19. 2019年槟州传统武术锦标赛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陈俊恒（J2J）			
					

- 传统拳术
- 传统短器械

– 金牌
– 金牌

20. 高尔夫球系列赛
（Farfrontier Myfutures junior Tour）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陈彦伶（F3M）			

- 女子全年总积分 - 季军

1）陈彦伶（F3M）			

- 女子公开组个人赛 - 季军

21. Ambank Group Sportexcel International 		
2019 Junior Golf Championship

22. MSC Malaysia Asia Pacific ICT Awards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王博胜（F4M) 			

- 优秀奖

23. Penang International Science Fair
(PISF) 2019
日期：2019年11月02-03日

1）林子扬、王博胜（F4M）			

- 金奖

24. SEAL OF THE WORLD SCHOLAR’S CUP
TOURNAMENT OF CHAMPIONS
日期：2019年11月08-15日

1）YEOH SHU YING（J3J）
- 11 GOLD, 3 SILVER
2) WONG RUI EN（J3J）			
- 5 GOLD, 6 SILVER
3)NICHOLAS CHEAH YET PNG（F4M） - 6 GOLD , 3 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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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The 3rd Benedict Goh Malaysia Schools
Mathematics Championship 2019
日期：2019年11月05日

1）卓尚（F1M）、彭嘉韵（S2ST）		
2）符敦靖（F4M）、邓永勤（J3T）、
卢松毅（F4M）、郑勇恒（F4M）、
彭嘉彤（J3T）、陈昊俊（F4M）		

- Bronze Award
- Gold Award

26. Borneo Mathematics Olympiad
Competition 2019
1）吴长耀（J2T）、杨寀绫（F1M）		
2）胡雯惠（J3T）、林毅航（J3T）、
黄能业（J3T）、吕子旸（J2T）、
邓永勤（J3T）				
3）陈昊俊（F4M）、孙翊量（J2T）、
郑勇恒（F4M）			

- Bronze Award
- Silver Award
- Gold Award

27. MALAYSIA ORATORY GAMES 				
(PRESIDENTIAL DEBATE)
日期：2019年11月23日

1）刘焱炜（F5M）			

- Champion

28. 第六届马来西亚国际艺术节
日期：2019年11月25-28日

1）合唱团
2）中西乐团
			
			

- 荣誉金
- 2 荣誉金
- 3 金奖
- 1 银奖

29. JUNIOR MALAYSIA OLYMPIAD ON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2019
日期：2019年12月02日

1）ONG ZHI ZHENG（F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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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30. 2019年第八届吉打日德拉跆拳道公开赛
日期：2019年11月23-24日

1）张承益（S1CK）- 男子13至15岁青带至蓝带套拳赛（铜牌）、		
			
- 男子13至15岁青带至蓝带自由搏击赛（银牌）
2）周佳翌（F3M） - 女子13岁以上团体套拳赛（银牌）、
			
- 女子13至15岁青带至蓝带套拳赛（银牌）
3）李仲胜（J2F） - 男子13-15岁黄点至青点套拳赛（金牌）
4）李畯楷（S3CL） - 男子16岁以上红点至黑点自由搏击赛（铜牌）、
			
- 男子16岁以上红点至黑点套拳赛（铜牌）、
			
- 男子13岁以上团体自由搏击赛（金牌）
5）饶康正（J3K） - 男子13至15岁青带至蓝带套拳赛（银牌）、
			
- 男子13至15岁青带至蓝带自由搏击（金牌）
6）王菊纤（S2CY） - 男女混合公开组黑带团体套拳赛（金牌）、
			
- 女子公开组黑带一段套拳赛（金牌）
7）陈柔彷（S1SH）- 女子13岁以上团体套拳赛（银牌）、
			
- 女子13至15岁红点至黑点自由搏击赛（金牌）、
			
- 女子13岁以上团体自由搏击赛（金牌）
8）陈壮豪（F5M） - 男子16岁以上青带至蓝带套拳赛（银牌）、
			
- 男子16岁以上青带至蓝带自由搏击赛（金牌）、
			
- 男子13岁以上团体自由搏击赛（金牌）
9）饶亮毅(S3CY） - 男子16岁以上黄点至青点套拳赛（金牌)、
			
- 男子16岁以上黄点至青点自由搏击赛（金牌）、
			
- 男子13岁以上团体自由搏击赛（金牌）
10）吴宏斌（S3SH）- 男子16岁以上红点至黑点套拳赛（金牌）、
			
- 男子16岁以上红点至黑点自由搏击赛（金牌）、
			
- 男子13岁以上团体自由搏击赛（金牌）
11）谭雪玲（S2SH）- 女子16岁以上青带至蓝带套拳赛（铜牌）、
			
- 女子16岁以上青带至蓝带自由搏击赛（金牌）、
			
- 女子13岁以上团体套拳赛（金牌）、
			
- 女子13岁以上团体自由搏击赛（金牌）
12）李依璇（S2CY）- 女子16岁以上青带至蓝带自由搏击赛（银牌）、
			
- 女子16岁以上青带至蓝带套拳赛（金牌）、
			
- 女子13岁以上团体套拳赛（金牌）、
			
- 女子13岁以上团体自由搏击赛（金牌）
13）方靖怡（F5M）- 女子16岁以上红点至黑点套拳赛（金牌）、
			
- 女子16岁以上红点至黑点自由搏击赛（金牌）、
			
- 女子13岁以上团体套拳赛（金牌）、
			
- 女子13岁以上团体自由搏击赛（金牌）

31. 第31届全国精武嘉年会
日期：2019年12月07-08日

1）刘宜洁（F1M）		
2）谢微棋（J3H）		
				
3）陈俊恒（J3Y）		
4）林蓁（S3CY）		
				
				
				
5）张伊运（J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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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组女子组功力拳（殿牌）
- B组女子组大战上（铜牌）、
- B组女子组雪片刀（铜牌）
- B组散光剑（银牌）、B组刀术（银牌）
- B组女子组大战上（银牌）、
- B组女子组南刀（银牌）、
- B组女子组雪片刀（金牌）、
- 集团项目（金牌）
- B组男子组长拳（铜牌）、
- B组男子组剑术（铜牌）、
- B组男子组地盘捶（银牌）

荣
誉
榜

荣
誉
榜

32. 中国（南海）青少年高尔夫球精英赛
日期：2019年12月05-08日

1）陈彦伶（F4M）			
					

- 女子团体赛季军、
- 女子个人赛殿军

33. 第31届全国精武嘉年会
日期：2019年12月07-08日

1）李德宏（S1CL）		
				
				
				
2）古乙家（J2K）		
				
				
				
3）朱嫒萍（J2F）		
				
4）游易萱（S2SJ）		
				
5）林珏信（S1CL）		
				
				
				
				

- C组男子组自选刀术（银牌）、
- C组男子组大战上（银牌）、
- C组男子组自选长拳（金牌）、
- 集体项目（金牌）
- B组女子组散光剑（铜牌）、
- B组女子组功力拳（银牌）、
- B组女子组42式太极拳（金牌）、
- B组女子组42式太极剑（金牌）
- C组女子组自选剑（铜牌）、
- C组女子组达摩剑（金牌）
- C组女子组自选剑（铜牌）、
- C组女子组达摩剑（金牌）
- C组男子组节拳（金牌）、
- C组男子组五虎枪（金牌）、
- C组男子组自选剑术（金牌）、
- C组男子组单刀串枪（金牌）、
- 集体项目（金牌）

34. 第三届砂拉越武王杯国际武术邀请赛2019
日期：2019年12月11-12日

1）李德宏（S1CL）		
					
					
					
2) 游易萱（S2SJ）		
					
					
					
3) 林珏信（S1CL）		
					
					
					
					

- 自选长拳（铜牌）、
- 自选根术（银牌）、
- 自选刀术（金牌）、
- 对练（金牌）
- 自选枪术（银牌）、
- 自选剑术（银牌）、
- 自选长拳（银牌）、
- 女子长拳全能奖（亚军）
- 自选长拳（银牌）、
- 自选剑术（金牌）、
- 自选枪术（金牌）、
- 对练（金牌）、
- 男子长拳全能奖（冠军）

35. Malaysia Ballet Festival
日期：2019年12月13-15日

1）陈怡杏（S1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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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奖

36. 2019世界记忆大师的头衔
日期：2019年12月16-18日

1）林嘉纹（S3SJ）
a)需要完成10个比赛项目，总分达到3000分以上
b)需要在2分钟内记忆1副扑克牌
c)需要在1小时内记忆10副扑克牌
d)需要在1小时内记忆1000个数字
e)三项少年组全国记录，分别是“人名头像”
，
“马拉松扑克牌”和“马拉松数字”

荣
誉
榜

37. Asian Open School Invitational Swimming
And Diving Championship
日期：2019年12月18-19日

1）周伟名（F4M）		
				
				
				

- 男子15岁以下100m自由泳冠军、
- 男子15岁以下50m自由泳冠军、
- 男子15岁以下100m蝶泳冠军、
- 男子15岁以下50m蝶泳冠军

38. 2019年第20届全国校际舞蹈观摩赛
日期：2019年12月19日

1）舞蹈团 – 荣誉金

作品：庇能会议

39. 2019年第31届全国舞蹈节
日期：2019年12月20日

1）舞蹈团 		
				
				

– 荣誉金
- 最佳编导奖
作品：幺妹过河

40. 第一届孔圣庙中华杯传统南师北马区校际邀请赛
日期：2019年12月21日

1）韋竣桀（ S1CK）、韦竣峰（J3J）、
司徒圃均（SICK）、吕欣颖（S2DT）、
叶乃康（J2L）、罗勇威（S2AT）		

- 龙狮队 – 铜狮奖

41. 国际武德杯传统武术精英大赛2019（吉隆坡站）
日期：2019年12月28-29日

1）林菘贤（S1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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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长兵器（银牌）、
- 传统长拳(银牌）、
- 传统短兵器（金牌）

荣
誉
榜

42. 第三届全槟中学生华语演讲比赛
日期：2019年12月29日

1）庄恢奂（S2CF）			
2）陆宇真（S2SJ）			

- 季军、最佳台风奖
- 冠军

43. 全槟PASA游泳赛
日期：2020年01月10-12日

1）许正生（J1L）
- 男子14岁以下100m蛙泳亚军、
- 男子14岁以下50m蝶泳亚军、
- 男子14岁以下50m蛙泳季军、
- 男子14岁以下200m蛙泳季军

2) 卢名行（S1CY）		
- 男子17岁以下1500m自由泳季军、
- 男子17岁以下200m蝶泳季军

3) 唐宇俊（J3L）		
- 男子14岁以下50m自由泳冠军、
- 男子14岁以下100m自由泳冠军、
- 男子14岁以下50m蝶泳冠军、
- 男子14岁以下200m自由泳冠军、
- 男子14岁以下4x100m自由泳冠军、
- 男子14岁以下4x100m混合泳冠军、
- 男子14岁以下50m仰泳亚军、
- 男子14岁以下100m蝶泳季军

4) 方嘉颐（F3M）		
			
			
			
			
			
			
			
			

- 女子14岁以下50m自由泳冠军、
- 女子14岁以下100m自由泳冠军、
- 女子14岁以下200m自由泳冠军、
- 女子14岁以下400m自由泳冠军、
- 女子14岁以下800m自由泳冠军、
- 女子14岁以下100m蝶泳亚军、
- 女子14岁以下4x100m自由泳亚军、
- 女子14岁以下200m混合泳季军、
- 女子14岁以下4x100m混合泳季军

6) 陈韵婷（J1J）		
			

- 女子13岁以下4x100m自由泳亚军、
- 女子13岁以下4x100m混合泳季军

5) 蔡逸恩（F1P）		
			
			
			
			
			

7) 江钦灴（J1L）		
			
8) 李治宪（F5M）		
			
			
			
			

9) 郭艺成（S1SH）		
			
			
			
			
			
			

- 女子13岁以下400m自由泳冠军、
- 女子13岁以下200m自由泳亚军、
- 女子13岁以下50m仰泳亚军、
- 女子13岁以下4x100m自由泳亚军、
- 女子13岁以下100m仰泳季军、
- 女子13岁以下4x100m混合泳季军

- 男子13岁以下4x100m自由泳亚军、
- 男子13岁以下50m自由泳季军
- 男子17岁以下50m自由泳冠军、
- 男子17岁以下100m自由泳亚军、
- 男子17岁以下200m自由泳亚军、
- 男子17岁以下4x100m自由泳季军、
- 男子17岁以下4x100m混合泳季军
- 男子17岁以下4x100m自由泳冠军、
- 男子17岁以下4x100m混合泳冠军、
- 男子17岁以下50m蝶泳亚军、
- 男子17岁以下100m蝶泳亚军、
- 男子17岁以下100m仰泳亚军、
- 男子17岁以下200m仰泳亚军、
- 男子17岁以下100m自由泳季军

44. 2020 新春华乐合奏赛
日期：2020年01月27日

1）华 乐团（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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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全槟学联游泳赛
日期：2020年02月12-14日

1)唐宇俊
-男子15岁以下100m自由泳(冠军)
-男子15岁以下200m自由泳(冠军)
-男子15岁以下50m蝶泳(冠军)
-男子15岁以下50m自由泳(冠军)
-男子15岁以下100m蝶泳（亚军）

2)郭艺成、卢名行、周伟名、李治宪
-男子18岁以下4x100m自由泳(冠军)
-男子18岁以下4x100m混合泳(冠军)
3)周伟名
-男子18岁以下100m自由泳(冠军)
-男子18岁以下50m蝶泳(冠军)
-男子18岁以下100m蝶泳(冠军)
-男子18岁以下50m自由泳(冠军)
-男子18岁以下50m蛙泳（亚军）
-男子18岁以下50m仰泳（亚军）

4)李治宪
-男子18岁以下200m自由泳(冠军)
-男子18岁以下100m自由泳（亚军）
-男子18岁以下50m自由泳（亚军）
-男子18岁以下50m蝶泳（季军）
-男子公开组400m自由泳（季军）

5)方嘉颐			
				
				
				
				
				

-女子公开组1500m自由泳(冠军)
-女子公开组800m自由泳（亚军）
-女子15岁以下100m自由泳（亚军）
-女子15岁以下200m自由泳（亚军）
-女子公开组400m自由泳（亚军）
-女子15岁以下50m自由泳（季军）

7）郭艺成		
				
				
				

-男子18岁以下100m蝶泳（亚军）
-男子公开组400m自由泳（亚军）
-男子18岁以下100m自由泳（季军）
-男子18岁以下200m自由泳（季军）

6）卢名行		
				
				

8）黄元泽		
9）蔡逸恩		
				

-男子公开组1500m自由泳（亚军）
-男子公开组800m自由泳（亚军）
-男子18岁以下200m蝶泳（亚军）

-男子15岁以下200m蛙泳（亚军）

-女子15岁以下200m自由泳（季军）
-女子公开组400m自由泳（季军）

10）许正生、唐宇俊、江钦灴、
方嘉颐、陈韵婷、蔡逸恩
-男女15岁以下4x100m自由泳（亚军）
11）唐宇俊、黄元泽、方嘉颐、
蔡逸恩			
-男女15岁以下4x100m混合泳（亚军）
12）周泽仁、林凯闻、张亿枫、
许正生、唐宇俊、江钦灴
-男子15岁以下4x100m自由泳（亚军）
13）方嘉颐、李椲柔、陈韵婷、
蔡逸恩			
-女子15岁以下4x100m混合泳（亚军）
14）周伟名、李治宪、郭奕利、
陈芊妤			
-男女18岁以下4x100m自由泳（季军）
15）郭奕利、李俊龄、陈儒洁、
陈芊妤			
-女子18岁以下4x100m自由泳（季军）
16）李俊龄、郭奕利、陈儒洁、
陈芊妤			
-女子18岁以下4x100m混合泳（季军）

46. 亚依淡区学联英式篮球赛
日期：2020年02月17-18日
1）篮球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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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及18岁女子组（冠军）

荣
誉
榜

荣
誉
榜

47.全槟学联高尔夫球赛
日期：2020年02月19-20日
1)陈彦伶			

-18岁以下女子组(冠军)

48.全槟学联排球赛
日期：2020年02月26日
1)排球校队		

-男子18岁以下(冠军)

49.全槟学联15岁以下乒乓赛
日期：2020年02月27日
1)乒乓校队		
				

-女子单打赛(冠亚军)
-男子单打赛(季军)

50. 亚依淡区学联田径赛

日期：2020年02月26-27日- 03月02-04日
6)陈韦飏、林子轩、刘庭佑、
巫堉鑫、黄翔、庄恢永
-男子乙组4X100米接力赛(冠军)

1）陈韦飏

-男子乙组最佳运动员
-男子乙组100米(冠军)
-男子乙组400米(冠军)
-男子乙组200米(冠军)

2)李依璇、游易萱、李女秀伶、庄佳汶、
李欣仪 、梁舒铌
-女子甲组4X100米接力赛(冠军)
-女子甲组4X400米接力赛(冠军)
3)陈震豪			
-男子乙组铅球(冠军)

4)李依璇			
-女子甲组100米(冠军)
-女子甲组200米(冠军)
5)李女秀伶		
-女子甲组400米(冠军)

7)申启恩			

-男子乙组5000米竞走(冠军)

9)刘庭佑			
				

-男子乙组800米(冠军)
-男子乙组1500米(冠军)

11)游易萱		
				
				

-女子甲组跳远(冠军)
-女子甲组三级跳(冠军)
-女子甲组100米(亚军)

8)陈韦飏、林子轩、刘庭佑、
巫堉鑫、祁宇恒、李勇成
-男子乙组4X400米接力赛(冠军)

10)庄佳汶 		
				
				

12)陈郁涵 		
				
13)陈政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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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甲组100米跨栏(冠军)
-女子甲组200米(亚军)
-女子甲组400米跨栏(亚军)

-女子乙组跳高(冠军)
-女子乙组三级跳(冠军)
-男子甲组跳远(冠军)
-男子甲组三级跳(冠军)
-男子甲组跳高(亚军)

50. 亚依淡区学联田径赛

日期：2020年02月26-27日- 03月02-04日
25)蔡佳轩		
				

-男子乙组400米(亚军)
-男子乙组三级跳(亚军)

27)李佳錡		
				

-女子乙组800米(亚军)
-女子乙组1500米(亚军)

29)李欣仪		

-女子甲组100米跨栏(亚军)

26)李佳錡、古乙家、朱嫒萍、
刘嘉敏、倪紫玮、王盈心
-女子乙组4X400米接力赛(亚军)
14)邱梓凯
-男子甲组跳高(冠军)

15)祁宇恒
-男子乙组三级跳(冠军)
-男子乙组跳远(亚军)
16)尤馨琳		
-女子乙组标枪(冠军)

17)吕凯铨
-男子甲组10000米竞走(亚军)
18)容嘉玲		
-女子乙组000米竞走(亚军)
19)陈颖钰
-女子乙组标枪(亚军)
20)马兴拉洼马		
-男子乙组标枪(亚军)
21)黄彩宁		
-女子甲组标枪(亚军)
-女子甲组铅球(亚军)
22)洪乐颐		
-女子乙组铅球(亚军)
23)骆国伟		
-男子甲组铅球(亚军)

24)林子轩
-男子乙组100米(亚军)
-男子乙组200米(亚军)

28)巫堉鑫		
30)巫堉鑫		
31)方靖希		
32)陈芊妤		
33)黄爱嘉 		
34)陈震豪		
35)黄启炫		
36)梁美湄		
37)古乙家		

-男子乙组200米跨栏(亚军)
-男子乙组110米跨栏(亚军)
-女子乙组000米竞走(季军)

-女子甲组5000米竞走(季军)
-女子甲组铁饼(季军)
-男子乙组铁饼(季军)
-男子甲组标枪(季军)
-女子甲组铅球(季军)

-女子乙组400米(季军)

38)许友胜、黄俊嘉、蔡迪泽、
陈政凱、洪敬轩、邱梓凯
-男子甲组4X100米接力赛(季军)
39)张伟爱		

-女子甲组800米(季军)

41)李伟杰		

-女子公开赛000米(季军)

40)吴丹雨		
42)陈郁涵		
43)洪敬轩		
44)吴璟灵		

-男子公开赛000米(季军)
-女子乙组跳远(季军)
-男子甲组跳远(季军)
-男子乙组铅球(季军)

51.2020 全槟少年乒乓锦标赛
日期：2020年03月04-13日
1)蔡慧涵			

-女子单打15岁以下（冠軍）

3)林恬瑜			

-女子单打18岁以下（亚军）

2)马欣玲			
4)苏蜜意			
5)陈乐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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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单打15岁以下（亚军）
-女子单打18岁以下（季军）
-男子单打18岁以下（季军）

荣
誉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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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能停下来，学校如何办到

“停课不停学”

主办单位
分享主题
分享人 		
主持人		
日期		
时间		
平台		

报道：叶纤妏
图片：光华日报粉专
日期 ：2020年4月10日

：光华日报
：教育不能停下来，学校如何办到“停课不停学”
：吴维城校长
：Melodii（健欣）
：10/04/2020（星期五）
：4.30pm
：FACEBOOK (光华日报）

我国政府正实行行动管制令，但教育这领域可不能停下来。我们锺灵独中全体师生是如何
办到的呢？

本校校长受光华日报的邀请，于2020年4月10日（星期五）下午4时30分首次在FACEBOOK
以线上视频专访的方式给予分享和解答。此访谈中，吴校长透露全校师生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
远程教学以及师生在视讯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Q1:锺灵独中目前使用哪种方式进行线上教学？

平时老师都有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例如每间课室都有 SMART BOARD 的教学。
所以，
老师们的教学内容（PPT、练习单、教学影片等资料）都已经存档在学校的资料库里。因此，本校
将全面采用SCHOOLOGY为主要的平台供大家使用。此外，本校也不排斥其他的教学方式如
GOOGLE CLASSROOM等的方式给予学生更有效率的教学。
至于住在偏远地区的学生，老师也
会使用WHATSAPP给予学校重要通告和教学上的通知。
Q2:教师和学生目前在线上教学过程遇到什么困难？如何解决？

行动管制令的落实，老师们必须使用网上教学，是属于一个新的措施。
并不是师生都可以游
刃有余的授课和学习。但在推展之下，一些老师可能需要从中学习，学生也必须去了解其操作。
大部分学生所面对的是家里电脑不足和网速的问题。因此，本校采取的不是规定一个时间一起
上网课，而是使用SCHOOLOGY的平台上传资料和老师自制的教学视频。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
时间，再上去看这些教学资料。各班班导师都会在WHATSAPP开设班级的群组，一切学校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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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都会通过此平台传达给家长和学生。学生面对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群组里直接反映给班导师
和科任老师。
Q3:面对线上教学，家长需要作何准备？

基于学生都是中学生，学生的学习态度才是关键。学校在管理这方面强调的是纪律和学习
态度。学校的严格教育，主要是要达到培养学生自律自爱自学的态度。突如其来的新常态，学生
的自律则扮演重要的角色。
Q4:若学生没有上线上课，是否视为旷课？

如在学习上面对技术上的问题，校方都会给予通融和安排。
在这非常时期，校方不会特别严
格要求，而是会给学生多一点关怀来了解学生所面对的问题。
至于缺交功课的学生，校方将会记
录在案，开学回到学校后终究要完成这期间所交代的功课。
Q5:锺灵独中开始使用远程教学至此，目前成效如何？

从3月18日开始，整体上而言，网上教学是可取的。课堂上面授的时间有限，无法当场全面
解决学生所面对的问题。
相较网上教学下，老师可以上载教学视频和教学内容，学生可以重复观
看。
实行网上教学后，本校学生也表现得非常踊跃，私下都自动地询问老师关于教学上的内容。
Q6:校方如何评量学生及进行考试？

功课方面，老师们都有规定呈交的日期和时间。老师们将会个别去了解缺交功课的学生的
情况，甚至联系家长。要是联系之下无法达到成效，才会把名单交到训导处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考试方面，原定在5月底放假前的期末考将押后到7月。
至于初三和高三的会考班，学生应趁此时
做好复习，做好备考的准备，而五月份的考试将会考之前所教授过的课程内容。
“风雨之后，才能看到彩虹。”吴校长在访问的尾声给予低气压环绕的国人一段温馨的打
气。
他呼吁大家面对不好的事，要以正面的心去看待。
它的不好，可能是创造未来的更好。
藉着这
次的疫情，本校的学生更加重视安全和健康。
只要我们多珍惜眼前的一切，那每天都可以过得很
有意义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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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课室走进网络教室，
教学模式的转换”座谈会
主办单位：培南独立中学
分享人：

1.吴维城校长（槟城锺灵独中）

2.张喜崇博士（董总教育改革委员会副主席）
3.钟志强博士（拉曼大学副校长）

主持人：钟佩晴（培南独中辅导处主任）

报道 ：叶纤妏

日期 ：2020年5月16日

为了探讨因为疫情而学校转换传统课室
到线上课室的情况。培南独立中学于2020年5
月16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4时首次在ZOOM、
培南独中面子书专业和YOUTUBE以线上视频
专访的方式探讨有关独中学校的情况，大学的
情况以及董总对于这样的变化的想法。这一场
座谈会邀请了本校校长吴维城校长、董总教育
改革委员会副主席张喜崇博士以及拉曼大学
副校长钟志强博士担任主讲嘉宾。

座谈会的探讨内容除了各校实行的新常
态外，三位主讲者也探讨了学生，家长和老师
对于这样的变化面对怎样的障碍和心理压力。
从行动管制令的初期直到现在，学生，家长和
老师的心理上的变化以及突破。此外，三位分
享人也回应了关于有些家长对于线上评估充
满质疑的想法。三位分享人也分享了如何让家
长接受线上教育的转变和教育传统的概念。

此外，本校长期都有实行功课的评估和测
打头阵的吴校长就分享了管制令的前、 验的模式。即使是在管制令期间，也不曾松懈，
中、后期的老师线上教学的模式。从一开始的 学生开始线上完成功课和测验。本校的老师将
SCHOOLOGY上载教学视频到后期加入ZOOM 通过多元化的平台让学生进行测验，而测验的
的直播教学。接下来，张喜崇博士则分享了董 分数和结果使老师也可以有效地掌握到学生
总推动了一个“疫”起行动的计划。在这疫情期 的学习进展。在这期间，学校时刻和家长保持
间，大家可以一起帮助董总的合作伙伴——独 联系，家长和学校都必须抱着体谅的心态来互
中。而董总的教育小组实行了三项的措施。第 相配合这非常时期，学生的自律是学习达到成
一，面向大众的活动，如办线上的讲座会、阅读 效最至关重要的因素。
的活动、防疫的措施等。第二，面向老师的活
动，如教学的技巧、有效的线上教学课程、各
最后，三位分享人分享了对于未来的教育
独中资源共享的教学视频等。第三，面向学生 趋向，未来的教育也将会走向科技化。因此，不
的活动，如独中的公开课、升学辅导课程等。最 能再使用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必须借此机会培
后，钟志强博士分享了关于大学在线教育的模 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期间就是让未来的主人
式。
翁遇难更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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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维城校长有约：
学校如何在行管期间
有效地策划复课？
报道 ：叶纤妏

日期 ：2020年5月20日

较早前，教育部表示如果学校复课的话，
每所学校都要遵守安全距离的规定、人数不可
超过20人等等的规定程序。
本校校长吴维城校
长受光华报动“无所不Talk”的邀请，于2020年
5月20日（星期三）下午3时正，在面子书光华报
动网页以线上视频专访的方式谈谈有关学校
如何在行管期间有效策划复课的步骤。
吴校长在访谈的开始，就分享了学校在复
课前有几项应注意的事项。在学校的立场，已
经准备好所要遵守的程序，但最终决定还是需
要等待教育局公布的条规方可实行。
吴校长分享预先规划好重要的复课步骤
如下：
步骤一：进行清理、消毒的工作，包括课
室、空调，以确保空气质量。
步骤二：提前准备指示牌。例如：学生如何
列队，外访者的咨询处、安全距离的考量和规
划等。
关于家长们所担心学校的课室、食堂、礼
堂等的社交距离问题，吴校长表示将按照教育
局规定课室的标准人数为20人，基于考量课室
是否足够的问题。因此，将会先让会考班（国际
中五班、初三和高三统考）的学生回校上课。此
外，本校五楼的课室是可打通式课室，绝对可
以在规定的社交距离里容纳40位学生。
而老师
授课的方式将采用连线式荧幕教学，确保在远
距离的情况下有效授课。对于无法打通的教室
的安排则是一班将分为A1，A2两间课室进行
教学，同样的也是使用连线式荧幕教学。
有关学校管制解封后，全校学生可以返
回学校的措施则是分为上、下午班 。高中生
为早上班；初中生为下午班 。由于上课时间
缩短，学生下课后，依旧可以使用无需面授的
Schoology平台进行有效复习。由于，本校一
直都有按不同年级就有不同的时段的放学时
间。所以，当全校全面回校复课的放学时间，也
将会分时段下课，这样就不会导致拥挤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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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分享主题

：光华日报

：与吴维城校长有约：学校如何在行
管期间有效地策划复课？

分享人

：吴维城校长

日期

：20/05/2020（星期三）

主持人
时间
平台

：玉璇

：3.00pm

：FACEBOOK(光华报动）

按照教育局的考虑，吴校长相信所有的课
外活动和体育活动都会要求暂停。但是本校的
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学习，
反而教练们也是使用视频的方式进行。此外，
本校也采用了面子书锺灵独立中学专页直播
的方式进行全校师生的集会。而学校各科老师
的会议也是使用视频的方式进行。
有关住宿宿舍学生，必须等待政府的指
示，方可做进一步的安排。由于宿舍的空间有
限，无法有效管理安全距离，所以在这段期间，
家长需要每天远距离的载送，无可奈何下，将
会让学生在家观看老师在课堂上教学的视频。
由于行动管制令的原因，导致无法如期举
办期末考。为了不让会考班的学生态度散漫，
因此决定在开学的5天后进行考试。所考的内
容是之前所学习过的课程内容。对于无法回校
的非会考班的学生，可能使用直播教学时现场
的测验和呈交功课的评估。
最后，吴校长将呼吁各校的资讯务必要传
送到给各位家长和学生。面对这新常态，无法
如以往的方式教学，因此大家都要抱着体谅的
心态，包容所有的不完美，交流所有可行的方
案。如今是一个资源共享的时代，共享才能使
社会更加和谐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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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李宪衡
图片 ：任志濰
日期 ：2020年05月31日

首次线上
办学理念
说明会
我校于2020年5月31日（周日）下午3时，
破天荒首次以线上方式并透过我校脸书专页
进行办学理念分享会，让将在明年入学的新生 积极提倡校园的阅读风气，因此在学校推广阅
及家长对该校办学理念更了解，让家长及在籍 读计划。吴维城校长特别提到，我校学生去年
小六生了解2021年入学锺灵独中的详情。
的联课活动及课外运动校外比赛的表现共获
1290个奖项，其中575项是金牌或冠军奖，进
这场说明会由我校吴维城校长主讲，吴校 一步的突破与刷新我校去年的得奖纪录。
长透露本校这几年来每一年都有办此说明会，
可惜仍有许多家长事后才惊觉错过了。但今年 弟子规教育介绍
疫情的关系，我校首次采取线上的办学理念说
明会，所以让学生与家长无需出门也可以了解
在这次的分享会中，值得关注的是我校的
我校。
校风是落实弟子规教育，是因为除了教知识与
技能之外，传统文化课主要是教孩子们生活。
这次的线上办学理念说明会的主要内容 德行如根，知识技能如枝叶花果，若根扎得稳
包括我校锺灵独中的发展与变迁、办学理念与 才能让植物茂盛成长！只要孩子们在生活中拥
方针、开设的课程介绍与特色课程、联课活动 有良好的品德教育并在生活中实践，就能去领
及常年活动的教育分享等。吴校长强调由于先 悟人生的真谛。
贤们坚持母语教育才能让独中保留下来，独中
生才有机会报考统考。随后，也讲解我校锺灵 课程设置与校外考试表现介绍
校史，让在线上的家长与学生对我校有更深一
层的认识。
至于家长非常关心我校的课程设置，我
校吴维城校长表示，高初中统考课程、国际班
校园教学理念与课外表现介绍
IGCSE课程与SPM课程的内容与区别，同时也
让大家了解我校学生也有机会报考剑桥电脑
在我校教学理念方面，主要是提倡德、智、 课程（OCR）。值得一题的是我校为了让学生可
体、群、美、劳六育平衡发展，本校每年投额超 以与新时代接轨，并提高学生在科学领域有更
过50万为联课活动团体的费用，每一年也耗资 好的学习，我校今年推动STEAM的教学。因此
30万令吉购买新书，让本校学生能在本校图 在今年初中的课程中，实施机器人（Robotic）
书馆阅读多种类的书籍，在等待家长载送前孩 课程，让学生在课堂开始于正规课上学习编程
子还能在图书馆温习功课至到下午六时。我校 （Coding）。每个月将其中一日的电脑和美术
66

校园
动态

首次线上办学理念说明会

首次线上办学理念说明会

课结合在一起，将这4个节数的时间用于机器
人课程。让学生们可在这个时间内学习组装甚
至完成一项计划。

生在居家学习，同时可以透过教练与体育老师
在网络上的训练与运动，让学生可以得以保持
身心健康。吴维城校长希望学生在家面对网上
学习之外，也要在家里协助父母分担家务。

在我校去年校外考试的表现方面，我校去
年2019年初中统考高达32位学生考获8科全
A的成绩，全校及格率为99.01%，高于全国平
均6.44%；2019年高中统考有2位学生考获9科
全A的成绩，全校及格率为95.59%，高于全国
平均6.93%；而2019年IGCSE课程，我校共有
58%考生考获7A或以上佳绩，各科及格率获为
100%。

线上Q&A环节与小六生报名方法介绍

透过线上方式的办学理念说明会后，我校
安排了一个30分钟Q&A环节，让在线上的小六
生和家长有机会交流与提问问题。我校吴维城
校长也细心地解答入学资格、学杂费、奖助学
金申请资格、宿舍安排、课外活动等相关问题，
解除了小六生和家长们的疑惑。

除了校外考试，校长也让大家了解本校校
内考试的情况。说明课程后，吴校长报告了去
年高中统考优秀生的升学状况，本校去年2019
年的毕业生升学率超过90%，并且多位毕业校
友都获得国内外大专院校的奖助学金得以继
续深造。
新常态落实的线上教学介绍

在这次疫情冲击下，我校在教学采取网
上教学。我校吴维城校长提到，网络交流在这
期间是有必要的，尤其现在学生无法上课，因
此教学方式改为网上进行。目前我校采用的有
SCHOOLOGY与ZOOM系统，来进行网络教学，
以让学生在网上学习达到更大的学习效果。我
校吴维城校长强调，在居家学习学生要有自主
学习的态度，培养学生在家需要自律、自学的
习惯。除了学习方面，我校联课活动与体育课
方面也没有忽略。我校也落实网上教学，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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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基于今年小六评估考试已取
消，我校即日起接受2021年度初一新生报名，
凡小学成绩达标，将获得录取。欲报读我校的
小六生们，千万别错失良机，请登入我校官方
网站www.clphs.edu.my填写报名表。成绩
达标的小六生可在办公时间早上9时至中午1
时，亲临本校办理报名手续。先报先得，名额满
为止。
最后我校吴维城校长强调，在新学习方
式，学生要调整好心态、积极面对接下来的挑
战。希望这个疫情期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身
体的免疫力还是最关键的。吴校长呼吁，每位
学生要多喝水，注意卫生，多做运动，积极面对
每一天的学习。相信学生在碰到这个疫情之
下，还是可以继续成长和进步，并祝福大家快
乐学习、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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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年5月22日

全校师生
第二次
线上集会

校园复课事前准备工作

虽然我国政府尚未指示复课，但是本校的行政团队的职员目前正在筹备复课工作，以便将
来在面对复课更有系统地应对。
根据目前本校掌握的消息，政府将首要考虑会考班复课。
本校将
会规划会考班有统考高三，统考初三，国际中四升中五班。一共15个班级。因此学校的职员正在
筹备复课的工作，将会首要针对这三个年级的学生班级进行复课准备与安排。

本校的复课准备将依照卫生部与教育部指示，安排一个班级分为两间课室授课。本校教务
处将会重新编排复课上课时间表，并依情况调整学生的上学、放学时间。
因此本校一旦获得政府
明确的复课指示后，校方将通过1 Cube平台发出正式通知学生与家长。
本校合唱团为抗疫前线人员献唱《梨花又开放》

在本次集会后，吴维城校长播放由本校合唱团的学生精心制作的一个歌曲影片，名为《梨花
又开放》。这支影片是合唱团的学生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学生透过网路的方式一同录制，并由合
唱团的教练王钰晶老师带领着学生一同合唱《梨花又开放》为马来西亚加油，同时也给医护人员
及所有挺身而出的前线人员送暖打气。

影片链接：https://youtu.be/VhUbam_lU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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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烈 欢迎 高三、国际中五明日回校上课
完成复课标 准 作 业 程 序 全 体 教 职 员 准 备 迎 接 高 三 、 国 际 中 五 回 校

报道：李宪衡

摄影：任志潍

日期：2020年06月23日

“阔别学校3个月，我们终于可以在明天回‘家’了！
”

锺灵独立中学迎来疫情后首批学子返校。
经过漫长的居家学习，我校学生终于能够在明天6
月24日返回校园。

我校吴维城校长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带领我校行政团队一同努力的开启策划安排与加强
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管理，建立与疫情防控的新常态化适应的线上线下教学机制；加强学校人员
出入，严格执行入校体温测量与点名的制度，严格校园封闭式管理，并做好校园及周边环境的管
理，加强风险隐患的排查，确保我校校园安全。
让我校高三与国际班中五的学生顺利实现返校复
课。
我校在复课期间将会按照由我国卫生部与教育部发布的复苏式行动限制令期间规定的复
课标准作业程序（SOP）
，因此复课日返校的的学生必须遵守以下复课校规：
1.到校、学生报到须知

4.休息节须知

2.学生报到

5.办公室条规

-来学校前如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或其他症状，应去
就医。不准来校。
-学生必须戴好口罩，自备免洗手液和抹布。
-列队，行走及上下楼梯须保持 1米社交距离。
-须依地上所规定的指示方向走，严禁逆方向行走。

- 学生只允许在课室里用餐或休息，不可擅自离开
课室 。
- 可以自备食物或前一天向负责同学预订食堂食物 。
- 使用后餐具不允许在校内清洗。
- 为了确保卫生安全，学生间不允许共享食物及饮品。

-因应疫情的需要，学校在大厅，装置了脸面扫描机以方
便学生的报到和测量体温。每名学生需列队通过脸面
扫描机进行报到、测量体温。
-校方在返校复课之前，已经通过班导师收集学生自拍
的个人照片。正面一张，左侧面一张，右侧面一张以供
面部扫描机的操作。为了双重保护，学生须同时拍卡签
到。

- 学生不准随意进入学校办公室 。
- 若人数已达上限，须在门外列队等候，并保持1米社交
距离。
- 进入办公室前必须先用免洗手液洗手。
- 学生交作业在教师办公室设置的长桌上，不得进入教
师办公室。

6.放学后须知

3.上课须知

-学生放学后不准在校园内逗留，必须即刻离开。
-注意保持社交距离，不允许肩并肩行走。
-必须依所规划的地点等候，不准到其他地方游荡。
-在班上等候离开的同学，须坐在原位，保持安全社
交距离。

-学生只能进入自己的课室，不允许到处走动。
-上厕所需注意人数限制，门外保持1米社交距离。
-重新制定值日生表，任务：擦白板，扫地，消毒。
-必须确保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并收在书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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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师生第三次线上集会
报道 ：李宪衡

日期 ：2020年06月20日

复课和会考班考试通知
遵循政府的规定，本校将于24/6/2020（星期三）率先安排高三同学及国际中四升中五，一
共八班复课。上课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7:30至下午12:25。校方将会把每班的学生分开
两间课室进行授课，并采用同步直播方式进行授课。
然后，高三班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考试将在开
学后的7月1日至7月14日进行。而国际班中四升中五班则在7月15日至7月24日进行。本校吴维
城校长呼吁，各位即将复课的会考生做最充分的考试准备。

复课“全新的时间表”
校方也将在22/6/2020（星期一）开始采用全新的上课时间表。全新的时间表是配合高三、
国际中五复课而编制，同时校方亦纳入未来全校复课实施上下午班制度的考量。
在这“全新的时
间表”的编制过程中，将高三、高二、初三、国际中五、国际中四的课时编在上午时段(上午班上课
时间为上午7:30-下午12:25，上午7:30则须进班进行晨读)；高一、初二、初一、国际中二、国际中
一的课时则编在下午时段（下午班上课时间为下午1:30至下午6:25）。
未能返校之学生 网课学习依然维持
针对未能复课的班级，居家网课仍然持续的进行。
而网课时间将以上述所公布的“全新的时
间表”为依据。居家网课进行时，本校吴维城校长温馨提醒学生要与电脑荧幕保持适当的距离，
使用耳机时却将音量调至适中，注意保健个人的眼睛、耳朵。

网课学习新规定
本校网课学习将会制定以下新规则，以让学生在网课学习时可以保持衣着整齐与精神奕奕
的学习态度。因此学生在上网课期间，必须穿上校服或印有学校徽章的服装，如学校的体育服、
团体制服等。同时学生在网课期间，必须全程开启视频。若有特殊状况，须得到科任老师的允许
才可调整。
若不遵守此条规的学生，其行为将被训导处扣除操行分数。
本校吴维城校长提到，老师工作其实也不容易，在这段疫情时刻除了准备网上教学提供教
学，在家也要做家务与照顾孩子等。
因此希望学生家长能体谅与互相配合，学生也要自动自发提
交功课。同时本校吴维城校长再次提醒同学，在面对新常态下，校方鼓励自行学生准备口罩，免
洗杀菌洗手液以应付将来回校上课之用。最后校长也表示，要汇集全校师生在网上“集会”并不
容易，还可能面对网络系统缓慢与断线等，不过幸好有一群电脑组师生协助后备工作，每次线上
大集会才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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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局官员巡查我校
复 课准备工作达标

报道：李宪衡

摄影：吴维城

日期: 2020年06月22日

距离教育部所宣布的复课日期6月24日（
星期三）越来越接近，我校已发布会考班的高
三与国际班中五生正式返校复课通知。今日6
月22日槟州教育局官员前来巡视，以确保学校
能够达到我国卫生部与教育部所制定复课标
准。
今日到访我校巡视的槟州教育局官员一
共四位，在抵达我校后聆听吴维城校长的汇
报，以了解目前已为复课所执行的标准作业程
序（SOP）的工作。随后吴校长、许文龙副校长
与部门主任陪同槟州教育局官员，前往巡视校
园环境、课室、教职员办公室、宿舍等设施。在
巡视完毕后，槟州教育局官员对于我校所采取
的复课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措施给予高
度的评价与肯定，让我校的会考班的高三与国
际班中五生可以如期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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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国际 中 五 班 3 1 0 名 学 生 复 课 ！

报道：全业惠

摄影：任志潍

日期：2020年06月24日

全校师生遵守SOP返校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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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遵循教务局的规定，于2020年6月24
日（星期三）率先让310名高三及国际中五班学
生回校复课，寂静了三个月的校园顿时恢复生
气！

馆。复课后也许学生们想到教师办公室找老师
或交功课，但学生不准进入教师办公室。若想
要交作业，就把作业放在教师办公室外走廊的
长桌上，校方已标明各班交作业的位置。校长
语重心长地叮嘱同学们遵守条规，希望大家配
合以便复课后一切顺利、健康安全！

校长广播提醒SOP
七时二十五分，校园内响起宁静音乐，让
学生们为上课做好准备。七时三十分，吴维城
校长通过广播提醒与叮咛大家回到校园必须
遵守的条规，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须遵守标
准作业程序（SOP）。校长让学生们清楚了解大
家不能在食堂用餐，只能各班派出代表为班上
同学订餐，购买后带到课室在自己的座位用
餐。这期间图书馆也只供借阅，不准在图书馆
内阅览读物，每次也只准许最多10人进入图书

耗资10万准备复课 校方感谢各方赞助
除此之外，校长还到每一班赠送每位学生
口罩、面罩与消毒免洗手液。为了落实防疫程
序，耗资100千令吉作为复课的开支。
这次的复
课准备，包括了以提升网络设备，购买照脸仪
器、抽风机、风扇、面罩、洗手液、喷雾、洗手盆、
班级链接电脑器材等。幸得各界热心人士赞助
支持，才能使到复课准备顺利进行。希望本校
在遵守SOP的情况下，教学工作并不受影响，
大家都能携手共度难关！感激各界人士对本校
的支持，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本校！

“红外测温热像仪”先进技术测温点名
学生们的上课时间为上午七时三十分至
中午十二时二十五分。一早到校后，教职员与
学生需通过大厅的“红外测温热像仪”进行面
部扫描及体温检测，才允许进入课室。在此值
得一提的是本校所用的“红外测温热像仪”进
行面部扫描及体温检测，红外热像仪是防止交
叉传染的关键措施。师生们只需要通过扫描即
能快速在扫描脸部后达到准确测量体温的效
果，不必让老师或校内职员一一为复课的学生
测试体温，安全且快捷！在体温检查后，学生们
必须消毒后方入教室。每班的课室外备有手部
消毒液让大家，在校园内师生都得戴口罩并遵
守SOP。

采用先进科技配备 一班分二教室直播连线授
课
由于复课后需要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学
生之间必须保持一米距离。原本一班四十左右
的学生现在分为两班上课，而教师进其中一班
时，另一班的学生就得通过班上的智能电脑观
看教师授课直播。为了让各班学生能顺利操作
电脑且连线等，本校电脑处第一节课时也召集
了各班的代表培训连线上课的技能。该处也于
上周六，2020年6月20日为老师们办了一场培
训，老师们可在复课后更灵活地操作，让教学
更有效。除了复课的同学，还未复课的各年级
继续居家学习上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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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行动管制令，槟城锺灵校友会将举办锺灵三校网络
辩论比赛，这场赛事于2020年6月28日（星期日）上午9时45
分在槟城锺灵校友会面子书直播。槟城锺灵校友会特别安排
这一场《锺灵e擂台之辩论》让母校三校的学生参赛，透过比
赛，知己知彼，越辩越亲！以网络辩论作为载体,让三校代表从
比赛的过程中发现自身的不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次锺灵三校辩论比赛以循环赛进行，辩题为“顾客永
远是对的”是聪明/愚蠢的服务态度。交流赛将采用2020年《
全中辩》华语辩论比赛的修订版赛制。队伍由三校队伍将共
享一个题目,并各自需要准备正反持方各一场。展开7小时全
天最激烈、最精彩的三场循环辩论赛。
本次辩论赛我校辩论队长杨栩睿同学在赛后表示，这次
的比赛对于大家来说都很难能可贵。对于锺灵生来说这是我
们的第一场三校辩论比赛，对于在场的很多辩手来说这也可
能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特别感谢锺灵校友会举
办了这一场三校辩论比赛，让三校的辩论生多了一份感情，
多了一个羁绊。
透过这次的锺灵三校辩论交流赛中，最终我校辩论队只
荣获季军。透过此赛事展现了我校辩手们的智慧、积极奋发
精神，同时也让我校辩手们发现自己的不足和欠缺之处，但
体现了我校良好的精神风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更多精彩
的辩论赛将逐一打响，为我校锺灵独中赢得更多的荣誉！

报道：李宪衡
日期：2020年0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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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灵e擂台》
锺灵三校网络
辩论比赛

童 军线上Usa ha 勋章 考 试 训 练 营

报道：李宪衡
摄影：男童军提供
日期：2020年04月24日

由于疫情的影响，行动管制令不断地延长，导致学生们无法到校上课，童军团的活动也暂时
停止。
为了让我校童军团的童军考试有所进展，训练出新一批拥有Usaha勋章的童军，以及让童
军们在童军团所学习的技能拥有童军总部的见证，我校童军团首次举办“线上童军Usaha勋章
考试训练营”。
这场Usaha勋章考试训练营一共三天，分别于5月28日、6月6日与6月7日进行，时
间为上午10时正至下午6时正。
这次的线上Usaha勋章考试训练营成功进行，我校童军们都很积极地配合此活动，在教课
时都有专注听讲，考试进度也很不错。
虽然童军们只能呆在家里，但童军们依然可以充分地利用
和分配好自己的时间来参于此项活动，并能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考试。
我校童军团团长郑颖健表示，透过这次的线上教学，执委们的讲解方面以及演示文稿软件
都有所进步，但是依然有待改进。
执委们需多多在沟通方面和在教导童军方面需要更多的进步，
执委们可以多多阅读一些关于如何沟通的书籍来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也要在教导的过程中加
上更多额外的元素以增加内容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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