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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Through Covid-19
报道/英语辩论队						摄影/英语辩论队	

当世界正处于新冠病毒的混乱之中，本校英语辩论队也不忘转换到Zoom及Mixidea以追
求论坛中的荣誉。行动管制令期间，本团已赢得了3项冠军荣誉、3项决赛最佳辩手、16次从8项
比赛中突围淘汰赛、最近登还上了我国中学生前两名辩手的宝座。这也是本团有史以来在那么
有限的时间内创下了此壮举，也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虽然如此，在这些奖项背后也少不了本团团员无可相比的努力。在新常态下少了交通及住
宿的烦恼后，本团的练习时间也获得了提升，每个星期多了30小时练习也在比赛中展现出它的
效果。团员也必须从中寻找平衡，能够在安排时间学习之余，也得出席无数的培训及集中训练。

成功也不如他人所说的简易，在开始时的每一轮失败铸造了更强大的心态，让团员明白如
何为失败做准备，并提醒团员成功仍然遥不可及，	而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付出了诸多的努力及心思后，本团也在4个月内从不停地垫底于排名中，到在每个比赛
里都以领头羊的身份突围淘汰赛。

本团也趁这一个机会不停地提醒自己：不管前方的道路如何崎岖难行，也不会阻止团员做
到最好、尝到胜利的果实。英语辩论队也将秉持团体的宗旨，让团员们做好准备，参加不一样的
比赛以创造不同的记录及不断进步，	奠定基础。

Name Achievements

Elise	Oh	En	Xin	胡恩欣	
16110	S2SJ

1.Circuit 	Breaker	Debate:	 Open	Semi	Finalist
4th	Best 	Novice	Speaker

2.World	Debate	Open High	School 	Finalist

3.The	Interclass	Debate Open	Finalist
4th	Best 	Novice	Speaker

4.Sarawak	Schools	Online	Debate	Championships
Champion	Team
2nd	Best 	Open	Speaker
Finals 	Best 	Speaker

5.Borneo	Online	Debating	Championships Novice	Champion	Team
2nd	Best 	Novice	Speaker

6.The	Debate	Open Open	Finalist
3rd	Best 	Novice	Speaker

7.Malaysia	National 	Schools	Brit ish	Parl iamentary Semi	Finalist
2nd	Best 	Speaker

Sim	Yang	Ming	沈扬铭	
18221	F3M	

1.The	Interschool 	Debate Open	Semi	Finalist

2.Sarawak	Schools	Online	Debate	Championships Semi	Finalist
4th	Best 	Speaker

3.Borneo	Online	Debating	Championships 5th	Best 	Novice	Speaker

4.The	Debate	Open Semi	Finalist
5th	Best 	Novice	Speaker

5.Linkbate
Junior	Champion	Team
3rd	Best 	Junior	Speaker
Junior	Finals 	Best 	Speaker

6.The	Novice	Debate Semi	Finalist

7.Malaysia	National 	Schools	Brit ish	Parl iamentary Semi	Finalist
Overall 	Best 	Speaker

Christine	Ong	Khai 	Xin	
王恺欣	17258	F4M

1.The	Interschool 	Debate Semi	Finalist
2.The	Novice	Debate Semi	Finalist

Kang	Yeong	Seo	姜暎瑞	
19341	F4M

1.Sarawak	Schools	Online	Debate	Championships Semi	Finalist
2nd	Best 	Speaker

2.Linkbate Junior	Champion	Team

3.The	Novice	Debate Finalist
Finals 	Best 	Speaker

Teoh	Jian	Zhe	张健哲	
17198	F4M 1.The	Novice	Debate Finalist

Wayne	Ooi 	Jia	Jie	黄家界	
19028	J2J 1.Monash	Debate	Open Novice	Semi	Finalist

Lau	Han	Ning	刘菡咛	
19122	F2M 1.Monash	Debate	Open Novice	Semi	Fi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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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灵独中竟然有自动贩卖机？

2020年7月15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在停
课4个月后终于迎来全校复课的一天！但在校
园十大信条走廊角落却多了一台四四方方且
陌生的机器，让校园的师生都对“它”充满了好
奇与期待，到底是“它”什么时候可以开放使用
呢？这一天除了同学难得可以相见彼此之外，
校园里大家的口中都离不开关于“它”的言论。
到底“它”是怎么回事呢？“它”就是我校今年添
置的自动贩卖机，同时也是我校首台的自动贩
卖机！

自动贩卖机出现在我校校园的原因，是由
于新常态之下，我校食堂营业的时间较早且来
得短。在校园的宿舍生，甚至在等待家长接送
的学生，一旦肚子饿了需要充饥，却没有地方
售卖食物给学生。我校吴维城校长经了解情况
后，决定设置一台自动贩卖机，让学生可以透
过这台自动贩卖机购买食物果腹。

自动贩卖机与学生的相遇

别小看这台小小的自动贩卖机，它可是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自动贩卖机除了售卖饮料
之外，里面还装有：三文治、饼干、巧克力等，可
说是售卖相当多元食品的自动贩卖机，也许因
为这样吸引了不少师生们的目光。

校方有规定自动贩卖机的使用时间，目前
只开放在放学时段使用。自从自动贩卖机来到
校园后，每当放学时段都可以看见学生准守着
SOP人身距离排队等着购买食品。眼见每位学
生成功选到并购买自己心仪的食品，脸上都会
带着一丝幸福的表情离开自动贩卖机。

王惠楹同学：解决宿舍生的不便

来自S2ADT的王惠楹同学（宿舍舍长）接
受采访表示，校园添置了自动贩卖机是一个很
好的选择。其主要原因是宿舍生目前无法外
出，所以有了自动贩卖机让宿舍生可以方便地
购买食物。王同学继续解释，这也解决了宿舍
生面对食堂开放时间短的问题。她也说，希望
学校的自动贩卖机未来可以增加一些传统零
食或干粮，例如枕头饼、馒头饼等。

想问你使用过校园的自动贩卖机了没？
若还没，赶快来体验学校新添置的自动贩卖机
吧！希望自动贩卖机的食品可以为你的校园生
活带来一些乐趣。

锺灵独中
首台自动贩卖机 
让你轻松购买食品

日期/2020年7月15日			摄影/任志潍师			报道/李宪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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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政府宣布学校分阶段复课后，教育部发出的复课所采取的标准作业程序（SOP），其中
一个条规就是学生不可在食堂用餐。我校在复课一个月后发现，目前食堂订餐的食物都是以一
次性塑料餐盒包装，因此会让学校制造许多的垃圾。为了减少使用塑料，我校获得了家长慈济团
队及校友的鼎力支持，赞助全校师生每人一个慈济环保餐盒，共同打造环保校园，学校统一使用
环保饭盒。

推行环保餐盒计划	

我校于2020年8月27日，早上导读时间7:45am-8:00am分发环保餐盒。每班同学派出4至5
位同学下来大厅领取班上所有同学的环保餐盒。我校发放的环保餐盒是由行政团队商讨决定后
使用该餐盒提供给全体师生的。主要该餐盒设计不分格即可直接把饭与菜放在一起，这样使餐
盒体积不大不浪费空间；其二，该餐盒可以耐高温约100摄氏度，同时可以放在冰箱冷冻低于0
摄氏度以下，让学生使用可以更安全；第三，一般的塑料餐盒沾到油腻的食物都很难清洗，但我
校提供的餐盒的设计是可以容易清洗且不沾油。我校有为每一位师生做成一个贴纸，然后贴在
餐盒上，包括餐盒侧边和盖子。国庆假期回来后，我校将会落实采用环保餐盒计划新制度。

感谢校友鼎力支持

这次我校向参与慈济团队的家长提议，并征求到学长、校友报效全体师生。最后，我校校长
吴维城代表全体师生，感恩并谢谢董事会、家长、校友、华社支持我校，让我校可以顺利推行使用
环保餐盒，以避免为环境制造更多的垃圾，为保护环境出一份力。

校友赠慈济环保餐盒予全校师生
日期/2020年8月27日			报道/李宪衡师			摄影/任志潍师

31



校园动态

为了让高一、高二、国际中四、中五班的学生对到欧美留学有更深的了解，本校辅导处在8
月29日（星期六）上午10时至11时30分，进行一场校友线上分享会，分享的校友目前分别在美
国、英国和澳洲留学。

此线上分享的主题有分为两大方向：一、欧美高等教育的特色，本身留学体验和学习；政
府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政策，大学防疫的措施和校方照顾学生的措施。分享校友共有三
位，即黄诗咏（留学美国	New York University. Double majoring in Journalism and Chemistry, 
minoring in Creative Writing )、	刘宇杭	（留学英国	University of Essex BA in History)、	陈衍宇	
（留学澳洲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Bachelor of Arts, major in Psychology) 。分享会由留
学北京大学的苏家琦主持。

到外国留学，该注意什么？

到国外求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许多同学来说，还是对外国的大学充满着无限的好
奇心和憧憬。因此，本校邀请了四位校友为在校学弟妹分享各国或地区的升学资讯。分享内容包
括，欧美教育特色与课纲、课程设计、消费（签证、保险、日常开销、宿舍费等）、申请方式与奖学金
类型、课外活动或社团活动的经验。

疫情期间，可否到国外留学？

今年，大家有所担心的莫过于疫情期间，国外的大学将对此作出怎样的安排？因此，校友们
也分享了校方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在国外的留学生无需担心的是学校的校医院设施是非常完善
的，都有足够的口罩等物资供应。另外，校友们也分享了这一学期的网课状况、到校上课所要遵
守的SOP。

最后，大学的新学年开学日是落在9月，目前美国和澳洲的授课方式是上网课，英国则开始
采用实体课。欲知完整的分享会内容，欢迎大家到本校的官方脸书平台（FACEBOOK）观看重播
视频。

《病毒到处飞，我该不该飞
——谈欧美留学的大小事》

32

日期/2020年8月29日			报道/叶纤纹师			摄影/任志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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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锺灵独中电子创意学会毕业之学生，
在学成后不忘饮水思源，回馈母校。于2020年
9月7日，由8位校友为主成立电子创意学会顾
问团，旨在把所学知识回馈母校，也促进在籍
学生与世界接轨。

传承知识，回馈母校！

我校吴维城校长在仪式发言表示，我校有
名家长在机缘巧合下与他讨论后成立我校电
子创意学会，旨在为了让学生接触与电子有关
的知识，并强调说，除了提高数理科上的学识，
也增设演说环节，促进学生表达能力，同时也
让全校学生联手举办科学展。

随着成立顾问团，校友可以无私分享自己
所学知识给学弟妹，并义务为学弟妹提供支援
协助。吴校长认为，此举让学生在求学生涯中
提升自我，在未来毕业后能走入国际舞台与世
界竞争。吴校长也呼吁其他学会的毕业校友可
仿效该学会成立顾问团。另一方面，我校因疫
情而改变了课程授课及联课活动运作方式，从
原本需在学校的联课活动“搬上”网络，让置身
在海外的校友可以协助指导我校学生。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本次我校电子创意校友会顾问团代表谢
郁达校友表示，该学会顾问团共有8名成员，随
着顾问团成立，可籍此让校友向学弟妹分享在
国外求学或职场上所收获的经验，让学弟妹开
阔视野之余，也预先提高学弟妹的竞争能力。
他提及该学会于2014年成立，在校求学时发
现学校的时钟不准时，才萌生在每个班级安装
上一个自制电子时钟。但因当年我们使用的科
技还并不成熟而且云端科技还处于初步阶段，
无奈该任务无法达成。如今校友们在大学学成
后，已经成功研发具有专业水平的时钟。不仅
如此，此举也是回馈母校的精神，展现办事认
真或兑现承诺的处事态度。

最后，我校电子创意学会顾问团把他们研
发的电子时钟赠送给我校，意义深远。

我校8位校友设电子创意校友顾问团
日期/2020年9月7日			报道/李宪衡师			摄影/任志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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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通过慈济团队的引荐，邀请陈佳芮中医师于2020年9月15日，上午八时至八时四十五
分为全校师生主讲“蔬食健康讲座”。由于疫情的关系，陈医师透过网络平台ZOOM进行该讲座，
提倡健康饮食。本校全体教职员遵循SOP到大礼堂出席讲座，而各班班导师与学生则通过各班
的智能电脑观看直播。

陈医师先让大家观看影片，以了解摄取过量肉类与吸烟所带来的健康影响，如患上糖尿病、
心脏病甚至导致中风等。因此，陈医师与大家分享了健康的饮食方法，她以简单有趣且易于记忆
的“剪刀、石头、布”的方法，教导大家摄取每一餐所需的均衡营养。我们可用手测量食物的分量，
手指比划出“剪刀”的姿势所捻起的分量，便是人们一餐所需的坚果类食物分量、“石头”的手势
则是碳水化合物食物分量，而“布”的手势则是蔬果与豆类食物的摄取量。大家常误解蔬食会让
人容易饥饿、没力气等，其实有许多运动员、明星演员都是素食者，并不影响其在相关领域发挥
所能。

在这新潮流时代，网络平台资讯多元，近年网红崛起，但在我国提倡素食的youtuber较少，
大部分素食题材的网红都来自国外，例如：	小蔬食	Traveggo pick up lines。	因此，陈医师也鼓励
本校年轻人可以分享蔬食这一新题材，也许能成为新潮流下的网红呢！本校吴维城校长代表本
校师生感激陈医师的分享，让我们学习如何摄取均衡营养。我们不妨“蔬一蔬”，除了提倡环保，
更能注重健康饮食。	感恩！

蔬食饮食，
健康生活！

日期/2020年9月15日
报道/全业惠师
摄影/任志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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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电子创意学会于2020年9月19日参
加由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举办的“2020年全国
中学科技创新比赛”决赛，荣获冠军！

此比赛的目的旨在倡导青少年学生对科
技创新的兴趣，及提升青少年学生对科技创新
的认知和发挥创新能力。这项比赛共有132支
队伍参加，参赛学生来自全国独中和国民型中
学。

这项比赛的参赛作品以科学、工程或科技
为主，可以由学生个人或组成队伍（不超过三
人）提交，作品可任选其中九项组别进行，如：
生命科学（生物、植物学、食品科学等）、物理科
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医学及健康科学、
地球与环境科学、工程与科技、电脑工程与资
讯科技、数理、行为和社会科学及跨领域科学。

首轮评审团成员为徐培松博士、黄伟杰先
生、覃懋伦博士、林迪文博士、邱彩云博士、许
国进博士、姚明乾博士、吴荣庆博士、郑晓芬博
士、黄刘勇博士、陈增翰博士、李永鸿博士、李

全国中学科技创新赛
本校荣获冠军宝座

英隆博士和姚明坤博士。

经过首轮筛选，评审团选出8组参赛队伍
进入决赛，并于2020年9月19日,	 在中总进行
了各支队伍的作品创作解说，

出席的最终评审团成员包括尤芳达教授、
李仕伟教授、杨海星教授、何炽昌教授和杨天
国副教授。

经过遴选，本校参赛同学以“螃蟹环保塑
料”夺得冠军！

除了奖金、奖状及奖杯，本校得奖学生有
机会受邀到公司或大专院校进行短期实习、参
加2021年吉隆坡工程科学展	 (KLESF)，以及获
提名参加相关国际赛会。

在此恭喜所有得奖的学生，本校以你为
荣！

日期/2020年9月19日
报道/陈万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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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校园动态

恭贺本校20位教师完成教师专业文凭

由董总与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联办的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班（槟城站），圆满毕班。疫情期间，
主办单位未能举办毕业典礼，因此本校在2020年9月26日（星期六）上午11时于本校小讲堂举行
小型的毕业文凭颁发仪式。

本校毕业教师有邓心怡师、叶嘉棋师、叶纤妏师、戴扬羚师、周绍豪师、李倩艾师、吴丽芬师、
许詠皓师、曾福明师、蔡佩恩师、纪艺萤师、王揪燕师、廖子敬师、王仕捷师、林振耀师、刘砡娣师、
陈姽蓁师、张瑞诗师、陈嘉莹师及苏丽婷师，共20位。在本校积极遵守SOP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场
简单却不失意义的毕业典礼。首先由本校吴维城校长致词。他表示，本校的三年短期计划MPES
里头的P就是代表Professional（专业）。近年来本校许多老师陆陆续续地不断增值自己，积极报
读教育专业文凭班以及其他培训课程，把所学的运用在日常的教学上。此外，今年因疫情的关
系，每位老师都必须有能力马上适应新常态中的教学模式，与时并进。感谢槟州独中基金会赞助
所有教师三分之一的培训费用，让老师们得以减轻负担参与专业培训。

颁发毕业文凭仪式

毕业教师在本校行政人员和老师的见证下领取毕业证书后，就移步到大厅拍大合照，为毕
业文凭颁发仪式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高雄师范大学教师专业文凭” 毕业典礼
日期/2020年9月26日			报道/叶纤纹师			摄影/任志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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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比赛

配合一年一度的世界书香日，本校图书
馆与图书馆助理团于2020年4月23日至5月17
日联办了《书香抗疫》系列活动。本次比赛分为
甲组（高一至高三，中四）、乙组（初二、初三，中
二、中三）及丙组（初一、中一）三个组别进行。

本次活动共有三项比赛，分别是：《阅读文
章比赛》《电影观后感》及《书籍读后感》。同学
们只需通过主办单位准备的谷歌表单回答几
道简单问题即可。

本次比赛的奖项分为“最佳活动表现奖”
各组一份，“最佳文章理解”各组两份，“最佳电
影心得分享”各组一份及“最佳书籍读后感”各
组两份。获奖者除了获得证书外，也将获得价
值RM10的书局购书卷。各组别的“最佳活动表
现奖”得主将额外获得价值RM20的书局购书
卷。

最后，主办单位祝贺所有获奖的同学，也
希望今年没获奖的同学明年可以再接再厉！

《书香抗疫》
2020.4.23

世界书香日
系列活动

2020年《书香抗疫》系列活动-得奖名单

日期/2020年9月29日   报导/林师吏   摄影/主办单位提供

甲组 活动
王玮璘 16143 （S2SJ）

最佳文章理解
邱旭薇 15256 （S3CY）
邱旭晖 16168 （S2CY） 最佳电影心得分享
叶乃祥 17009 （S1SJ）

最佳书籍读后感
邱旭薇 15256 （S3CY）
邱旭薇 15256 （S3CY） 最佳活动表现奖

乙组 活动
林雨霓 19179 （J2J）

最佳文章理解
李乐怡 18169 （J3H）
林雨霓 19179 （J2J） 最佳电影心得分享
陈凯琳 19131 (J2Y) 最佳书籍读后感
林雨霓 19179 （J2J） 最佳活动表现奖

丙组 活动
关芝琪 20274 (F1P)

最佳文章理解
黄哲熏 20031 (J1H)
关芝琪 20274 (F1P) 最佳电影心得分享
关芝琪 20274 (F1P) 最佳书籍读后感
关芝琪 20274 (F1P) 最佳活动表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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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陈昌孔老师
荣获第四届海外师铎奖
成为我国唯一获奖之独中老师

日期/2020年10月5日
报道/全业惠师
摄影/任志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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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满天下，终身为教育！他是本校槟城锺灵独立中学陈昌孔老师！
恭贺陈老师荣获第四届海外师铎奖殊荣，成为马来西亚地区唯一获奖的
华文独中教师！

海华基金会原订于9月下旬在台举办颁奖典礼，希望邀请得奖人赴台
受奖，表扬得奖人在海外教学的贡献，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颁奖典礼
未能如期举行。

为了表扬海外侨民学校、努力办学或长期从事华文教学，宣扬传统文
化之海外教师，台湾海华文教基金会再度办理“2020年第四届海外师铎
奖”。今年，共有5大洲18个国家计50名优秀教师参与选拔。董总为马来西
亚地区遴荐单位，一共收到8名独中优秀教育工作者的推荐表。海华文教
基金经初审、决审，最终评选出10位海外教师获此荣誉。

本校现年88岁的陈昌孔老师从事华文教育工作迄今56年。陈老师
1957年赴台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就读，受教于多位名师；1961年毕
业回国为华教服务。多年来，陈老师培育了无数杰出人才，创作大量画作，
也曾将筹办个人画展的款项所得作为学校美术发展基金，为华教无私奉
献。陈老师对教育的贡献备受肯定，曾获得多个国内学术和教育单位颁发
奖项，是一名艺术成就高的资深画家。如今获得“第四届海外师铎奖”的肯
定，可谓实至名归，可喜可贺！本校吴维城校长代表主办单位将奖项授予
陈昌孔老师，感谢陈老师为校争光。



校内比赛

由我校活动策划处主办，演出服务干部承
办的校内英语及方言歌唱比赛《金锺好声》	 圆
满落幕。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其中初中组来自
J1H班的蔡瀞萱同学一路过关斩将，被喻为这
《金锺好声》两场歌唱比赛的“金嗓子”，荣获《
金锺好声》	 初中组的双料冠军。蔡瀞萱演绎方
言歌曲《海阔天通》、英语歌曲《Hero》，打动了
评审们，大家为她投下手中一票，最终成为了《
金锺好声》的双料冠军！

《金锺好声》两场歌唱比赛分别是10月
10日（星期六）的方言歌唱比赛及10月17日（
星期六）的英语歌唱比赛。两场歌唱比赛时间
是中午12时至下午3时，在小讲堂进行。我校举
办《金锺好声》主要是为了提升学生的歌唱水
平以及培养方言与英语的歌唱能力，同时也让
学生可以在舞台上展现歌唱实力！

《金锺好声》方言歌唱比赛分为初中组及
高中组、英语歌唱比赛则分为三个组别进行，
甲组为高中一至高中三、国际班中四与中五；
乙组为初中二、初中三、国际班中三与中四；丙
组则是初一与国际班中一。这一届《金锺好声》
歌唱比赛竞争相当激烈的，分别有20位学生
报名参与方言歌唱；44位学生报名参与英语歌
唱。

这次的《金锺好声》	 歌唱比赛以一首组曲
定江山的方式，配合卡拉OK伴奏形式展开对
决。《金锺好声》两场歌唱比赛分别由郭维宏主
任、林振耀副主任及林良财老师担任方言歌唱
比赛的评审；林良财老师、王玉晶老师及陈颖
恩校友担任甲组英语歌唱比赛的评审；叶嘉棋
老师、袁丽珊老师及张友逖老师则担任乙组及
丙组英语歌唱比赛的评审，为这两场歌唱比赛
严格把关。

《金锺好声》
歌唱比赛初中组

“金嗓子”
蔡瀞萱夺双料冠军

日期：2020年10月10日和2020年10月17日
报道/李宪衡师   摄影/任志潍师

初中组 演唱歌曲
冠军 蔡瀞萱（J1H） 海阔天空
亚军 锺采霓（J2J） 我的骄傲
季军 陈妍余（J2Y） 可惜我是水瓶座

高中组 演唱歌曲
冠军 何殷（S1CY） 阿爸的膨纱杉
亚军 莫滢颀（S1CF） 可惜我是水瓶座
季军 骆俞桦（S2ADT） 到此为止

丙组 演唱歌曲
冠军 蔡瀞萱（J1H） Hero
亚军 黄俊贤（J1L） City of Stars
季军 冯瑜萱（J1L） All of Me

优秀奖
陈锐晋（J1L） Perfect
李妍柔（J1J） Fight Song

乙组 演唱歌曲
冠军 黄渝恩（J2J） Never Enough
亚军 蔡筠莉（J3Y） Someone You Loved
季军 陈引彤（J3F） I Don’t Wanna Be You 

Anymore

优秀奖
潘子璇（J3Y） Everything I Need
许恩慈（J3J ） When You Believe

甲组 演唱歌曲
冠军 何萱（S3CF） Don‘t Rain On My

Parade
亚军 骆俞桦（S2ADT） Dream It Possible
季军 何殷（S1CY）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优秀奖
陈羽浔（S1CF） Speechless
郑媛匀（S3ADT） Part of Your World

经过64位参赛同学的大展歌喉，较量一番后，
成绩也于当天揭晓，比赛成绩如下：

《金鍾好声》英语歌唱比赛得奖名单

《金鍾好声》方言歌唱比赛得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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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一新生入学考试碰到新冠状病毒
病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我校锺灵独立中学启
动防疫措施，要求所有考生必须配戴口罩，前
来我校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当天的入学考试，
在秩序井然的安排之下，顺利圆满进行。

我校于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分别
于上午8时30分至中午12时50分和早上10时
至下午2时20分，共分为两场进行2021年度初
一新生入学考试。本年度新生入学考试分成两
个梯次进行，共有728人前来报考，并争取名额
成为我校2021年新生！尽管目前疫情回升的状
况，但毫无影响小六考生前来报考锺灵独中。

小六生拼入学，锺灵独中拼防疫

早前本月11日，我校吴维城校长，在我校
面子书线上直播“2021年新生入学考试说明会
暨教育分享”时提醒，为了配合防疫，这次考试
规定必须“全面配戴口罩”。同时，考场入场动
线采“单一入口进场”，提醒考生可提前到试场
量体温，提早半小时进场，避免排队延时。家长
只能透过我校安排的单一路线前往大厅入口
处，让孩子下车报到，而家长无需逗留校园。

我校在这次的初一新生入学考试中，为了
让考生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考试，我校在
接待处准备了各项防疫措施，包含全面配戴口

罩、使用消毒洗手液、量测体温等。接着，将由
教职员指引考生逐一到指定的考场依照考生
编号入座。考生们被安排到23个班级（第一梯
次：3楼10个班；第二梯次：2楼12个班），考生
在进入考场前与离开考场后都会由教职员全
面消毒整个班级。

本次初一新生入学考试，我校的单间考场
安排从44人降为35人，降低群聚。与往年不同
的是今年增设1间临时备用考场，主要是为了
临时学生来校报考或避免学生来错梯次逗留
在校园而准备。

揭题仪式通过LED电视同步直播

考生在考试开始前，我校先进行初一新生
入学考试揭题仪式，并透过直播的形式让考生
以我校的LED电视进行观礼。揭题仪式由我校
吴维城校长为这次初一新生入学考试揭题，并
有许文龙副校长及林委德副校长陪同。这次考
试的科目分为：	 华文、马来西亚文、英文、数学	
（双语）与科学（双语）。

本次初一新生入学考试成绩将于2020年
10月23日（星期五），中午12时之后在我校官
方网站公布，敬请考生与家长留意。祝福考生
们能够考获优秀的成绩，并成为锺灵独中的一
份子！

日期/2020年10月18日   报道/李宪衡师   摄影/任志潍师鍾靈獨中2021年新生
入学考试，
728位小六生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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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比赛

“American	 Mathematics	 Olympiad”数
学比赛于2020年10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本校科学室举行。本校吴维城校长特为此比赛
揭题，并由高中数学组主任黄荣和老师以及李展
鸿老师陪同。希望通过这场比赛，初一至高二的
参赛同学能够提升数学能力，而在此次比赛能有
所突破。在此祝福各位参赛同学。

AMO数学比赛
日期/2020年10月20日   报道/叶纤纹师   摄影/任志潍师

由于疫情肆虐，中西乐团无法像往年
那样参加许多比赛。即便如此，中西乐团在
2020年10月23日（星期五）参加了由浙江
省台州市人民政主办第十六届“长三角”民
族乐团展演，比赛采用录制方式进行。

早上8时，中西乐团在本校的小礼堂
练习之后就开始录制。比赛的歌曲为《童年
的回忆》，此歌曲的性质活泼、旋律欢快，让
人听了就如同回到童年时和朋友嬉戏的乐
趣。为了确保影片的清晰度及良好的收音
效果，本校校长还特别请了校外专业的摄
影师帮忙录制。此外，本校的“校园报报看”
团队也同时在旁协助拍摄。大约早上10时，
中西乐团便完成了这次的比赛录制。

日期/2020年10月23日
报道/摄影/中西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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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榜

 6. The Debate Open 2020 
	 日期：18-19/07/2020

Elise	Oh	En	Xin	胡恩欣	（S2SJ）
奖项：	 Grand	Finalist
	 	 Overall	3rd	Best	Novice	Speaker
	 	 Overall	7th	Best	Open	Speaker

Sim	Yang	Ming	沈扬铭	（F3M）
奖项：	 Semifinalist
	 	 Overall	5th	Best	Novice	Speaker

 5. Borneo Online Debating Championships 2020 
	 日期：10-11/07/2020

Elise	Oh	En	Xin	胡恩欣	（S2SJ）
奖项：	 Champion	Team
	 	 Overall	2nd	Best	Novice	Speaker

Sim	Yang	Ming	沈扬铭	（F3M）
奖项：	 Overall	5th	Best	Novice	Speaker

	 1.Circuit Breaker Debate Open 2020
	 日期：30-31/05/2020

Elise	Oh	En	Xin	胡恩欣	（S2SJ）
奖项：	 Open	Semi-finalist
	 	 Overall	4th	Best	Novice	Speaker
	 	 Overall	7th	Best	Open	Speaker

	 2. World Debate Open 2020
	 日期：06-07/06/2020

Elise	Oh	En	Xin	胡恩欣	（S2SJ）
奖项：	 High	School	Finalist
	 	 Overall	6th	Best	High	School	Speaker

 3. The Interschool Debate 2020
	 日期：13-14/06/2020

Elise	Oh	En	Xin	胡恩欣	（S2SJ）
奖项：	 Open	Finalist
	 	 Overall	4th	Best	Novice	Speaker
	 	 Overall	10th	Best	Open	Speaker

Sim	Yang	Ming	沈扬铭	（F3M）
奖项：	 Open	Semi-finalist

Christine	Ong	Khai	Xin	王恺欣	（F4M）
奖项：	 Open	Semi-finalist

	 4. Sarawak Schools Online Debate 
      Championships 2020 
	 日期：20-21/06/2020

Elise	Oh	En	Xin	胡恩欣	（S2SJ）
奖项：	 Champion	Team
	 	 Overall	2nd	Best	Speaker
	 	 Grand	Finals	Best	Speaker

Sim	Yang	Ming	沈扬铭	（F3M）
奖项：	 Semi-finalist
	 	 Overall	4th	Best	Speaker

Kang	Yeong	Seo	姜暎瑞	（F4M）
奖项：	 Semi-finalist
	 	 Overall	2nd	Best	Speaker

 7.Linkbate 2020
	 日期：08-10/08/2020

Sim	Yang	Ming	沈扬铭	（F3M）
奖项：	 Junior	Champion	Team	
	 	 Overall	8th	Best	Open	Speaker	
	 	 Overall	3rd	Best	Junior	Speaker
	 	 Junior	Finals	Best	Speaker	

Kang	Yeong	Seo	姜暎瑞	（F4M）
奖项：	 Junior	Champion	Team	
	 	 Overall	4th	Best	Junior	Speaker	

Teoh	Jian	Zhe	张健哲	（F4M）
奖项：	 Open	Category	Quarter	Finalist
	 	 Christine	Ong	Khai	Xin	王恺欣	17258	F4M
	 	 Open	Category	Quarter	Fi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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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Merdeka Drawing Contest
	 日期：16/09/2020

彭嘉韵	（S3SJ）
奖项：	 First	Prize

 8. The Novice Debate
	 日期：15/8/2020-16/8/2020

Teoh	Jian	Zhe	张健哲	(F4M)
奖项：	 Grand	Finalist

Kang	Yeong	Seo	姜暎瑞	(F4M)
奖项：	 Grand	Finalist
	 	 Grand	Finals	Best	Speaker

Sim	Yang	Ming	沈扬铭	(F3M)
奖项：	 Semi	Finalist
	 	 Overall	10th	Best	Speaker	

Christine	Ong	Khai	Xin	王恺欣	(F4M)
奖项：	 Semi	Finalist

Elise	Oh	En	Xin	胡恩欣	(S2SJ)
奖项：	 Overall	10th	Best	Speaker

	 9. Monash Debate Open 2020
	 日期：29/8/2020-30/8/2020

Wayne	Ooi	Jia	Jie	黄家界	(J2J)
奖项：	 Novice	Semi	Finalist

Lau	Han	Ning	刘菡咛	(F2M)
奖项：	 Novice	Semi	Finalist

 10. Malaysia National Schools British 
                Parliamentary 2020
	 日期：19/9/2020-20/9/2020

Elise	Oh	En	Xin	胡恩欣	(S2SJ)
奖项：	 Semi	Finalists
	 	 Overall	2nd	Best	Speaker

Sim	Yang	Ming	沈扬铭	(F3M)
奖项：	 Semi	Finalists	
	 	 Overall	Best	Speaker

Wayne	Ooi	Jia	Jie	黄家界	(J2J)
奖项：	 Quarter	Finalists

Lau	Han	Ning	刘菡咛	(F2M)
奖项：	 Quarter	Finalists

	 11.PSB Academy (英文作文比赛) – “How do 
               you stay active and healthy dur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日期：24/08/2020

黄薰柔	(F4M)
奖项：	 1st	prize	winner

 13.2020年第一届校内线上华语演讲比赛（初中组）
	 日期：18/09/2020

李妍柔（J1J）	
奖项：	 First	Place

张荢萱（J1F）	
奖项：	 Second	Place

黄智彦	（J1H）	
奖项：	 Third	Place

关芝琪（F1P）	
奖项：	 Award	Of	Excellence

刘靖文	（J2H）	
奖项：	 Award	Of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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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KEPUTUSAN PERTANDINGAN MENGARANG 
       2020 (MENENGAH TINGGI)
	 日期：28/10/2020

KATEGORI A- F4,F5,S1,S2,S3:-
Ng	Yong	Jian（S3SJ)	 	 ：Johan
Ng	Yong	Yi（S3CY)		 	 ：Naib	Johan
Ng	Yong	An（S3SJ)		 	 ：Ketiga
Lim	Jia	Wen	Brenda（S3SJ)	 ：	Sagu	Hati
Toh	Ern	Qi（S2SJ)		 	 ：	Sagu	Hati

KATEGORI B- F2M,F3M,J2,J3:-
Soon	Yi	Liang（J3J)	 	 ：Johan
Tan	Kean	Aun（F2M)	 	 ：Naib	Johan
Ambrose	Chan	Wye	Yang（J3J)		 ：Ketiga
Yeoh	Shu	Ying（J3J)	 	 ：	Sagu	Hati
Koh	Wai	Kei（F3M)	 	 ：	Sagu	Hati

KATEGORI C- F1,J1:-
Low	Yin	Yin（J1J)	 	 	 ：Johan
	Gan	Ray	En（J1J)		 	 ：Naib	Johan
Lee	Yen	Rou（J1J)	 	 ：Ketiga

 14.2020年第一届校内线上华语演讲比赛（高中组）
	 日期：18/09/2020

杨栩睿（S2SJ）
奖项：	 First	Place

邹芷薇（S2CF）
奖项：	 Second	Place

郭薰雯（S1SJ）
奖项：	 Third	Place

 15.2020年第一届校内线上辩论比赛（初中组）
	 日期：29/09/2020

王柔绚
奖项：	 冠军

锺采霓	
奖项：	 亚军

陈凯琳	
奖项：	 季军

 16.2020年第一届校内线上辩论比赛（高中组）
	 日期：29/09/2020

柳仪敏
奖项：	 冠军

黄振亦
奖项：	 亚军

 18.KEPUTUSAN PERTANDINGAN SYARAHAN 2020
	 日期：28/10/2020	

KATEGORI A
Koay	Renelle（S3SJ)	 	 ：Johan
Leong	Le	Yu（S3SJ)	 	 ：Naib	Johan
Teh	Xuan	Fen（S3SJ)	 	 ：Ketiga
Adelin	Halim（S3CF)	 	 ：	Sagu	Hati
Chin	YuXun（S1CF)	 	 ：	Sagu	Hati

KATEGORI B
Soon	Yi	Liang（J3J)	 	 ：Johan
Chong	Cai	Ni（J2J)	 	 ：Naib	Johan
Sin	Hock	Leong（J3H)	 	 ：Ketiga
Bernice	Tan	Jia	Xin（J2J)	 	 ：	Sagu	Hati
Wayne	Ooi	Jia	Jie（J2J	)	 	 ：	Sagu	Hati

KATEGORI C
Kuan	Zhi	Qi（F1P	)		 	 ：Johan
Lee	Yen	Rou（J1J	)	 	 ：Naib	Johan
Janerlynn	Teoh	Zi	Xuan（J1F)	 ：Ketiga
Phang	Chloe（F1P	)		 	 ：	Sagu	Hati

54



荣誉榜

 19.ENGLISH ELOCUTION RESULTS 2020
	 日期：28/10/2020

CATEGORY A
1st	PLACE:	 ELISE	OH	EN	XIN（S2SJ)
2nd	PLACE:	 LEONG	LE	YU（S3SJ)
3rd	PLACE:	 CHUANG	HUEI	HUAN（S2CF)
CONSOLATION:	 KANG	YEONGSEO（F5M)
	 	 	 SYLVIA	TEH	YUAN	YUN	（S3DT)

CATEGORY B
1st	PLACE:	 BERNICE	TAN	JIA	XIN（J2J	)	
2nd	PLACE:	 TAN	YING	YEE（J2J	)
3rd	PLACE:	 WAYNE	OOI	JIA	JIE（J2J	)
CONSOLATION:	 ARYA	MOSAHAB（F4M	)
	 	 	 CHONG	CAI	NI（J2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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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20年华文作文比赛
	 日期：28/10/2020

甲组
第一名:	 陈欣仪（S3CF)
第二名:	 陆宇真（S2SJ)
第三名:	 郑璇芬（S3SJ)
优秀奖:	 苏乐怡（S2SH)	,	黄能业（S1SJ)

乙组
第一名:	 黄家界（J2J)
第二名:	 伍蔚慈（J3J)
第三名:	 锺采霓（J2J)
优秀奖:	 沈学良（J3H)	,	朱倩汶（J3K)

丙组
第一名:	 沈婷钰（F1P)
第二名:	 蔡瑜恩（J1J)
第三名:	 彭柯以（F1P)
优秀奖:	 伍宇茵（J1J)	,	叶采璇（J1J	)

 22.2020年度全校华语即席演讲比赛
	 日期：28/10/2020

甲组
冠军:	 梁乐予（S3SJ)
亚军:	 陆宇真（S2SJ)
季军:	 黄芷芸（S3CF)
优秀奖:	 邹芷薇（S2CF)	,	陈欣仪（S3CF)
安慰奖:	 杨欣妤（S1SJ)	,	杨善渊（S1SJ)

乙组
冠军:	 沈学良（J3H)	
亚军:	 黄湘秦（J3J)
季军:	 潘宇恒（J3F)
优秀奖:	 陈颖钰（J2J)	,	沈扬铭（F3M)

丙组
冠军:	 李妍柔（J1J)	
亚军:	 王柔绚（J1J)
季军:	 沈婷钰（F1P)
优秀奖:	 林璟彤（J1J)	,	林乐熒（F1M)

 20.ENGLISH ESSAY WRITING CONTEST 2020
	 日期：28/10/2020

CATEGORY A
1st	Prize:	 ELISE	OH	EN	XIN（S2SJ)
2st	Prize:	 SAW	ZHI	NING（S2SJ)
3st	Prize:	 NG	JUN	YUAN（F5M	)
4st	Prize:	 TEH	XUAN	FEN（S3SJ)
5st	Prize:	 SAMUEL	TAN	YIN	XIN（S2SJ)

CATEGORY B
1st	Prize:	 BERNICE	TAN	JIA	XIN（J2J)	
2st	Prize:	 WAYNE	OOI	JIA	JIE（J2J)
3st	Prize:	 YEOH	SHU	YING（J3J)
4st	Prize:	 HUANG	XIANG（J3J)
5st	Prize:	 CHLOE	CHIA	JIA	QIAN（J3K)

CATEGORY C
1st	Prize:	 HARRYSON	YEOH（J1L)
2st	Prize:	 OOI	TZE	XUN（J1H)
3st	Prize:	 JOLENE	GOI	LIU	YI（F1M)
4st	Prize:	 KUAN	ZHI	QI（F1P)
5st	Prize:	 KHOR	WEI	HENG（J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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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019年度全校硬笔书法比赛
	 日期：28/10/2020

甲组
冠军:	 林师俊（S2CH)	
亚军:	 陈健平（F4M	)
季军:	 张安琪（S2ADL	)
优秀奖:	 李欣仪（S2CF)	,	梁铭顺（S2ST)

乙组
冠军:	 王紫薇（J3J)	
亚军:	 谢欣宏（J3J	)
季军:	 吴丹雨（J3H	)
优秀奖:	 李佳滢（J2T)	,	曾佳僡（J3T)

丙组
冠军:	 温婷婷（J1J)	
亚军:	 陈健安（F1M	)
季军:	 黄渝恩（J1T	)
优秀奖:	 陈凯琳（J1Y)	,	陈颖钰（J1J)

 25.陈景润杯中学数学比赛2020
	 日期：03/11/2020

初阶组
谢铱柔	(J1J)		 奖项：PROFICIENCY
曾靖茹(J2F)		 奖项：PROFICIENCY
周智泓(J2J)		 奖项：CREDIT
郭哲谦(J2J)		 奖项：CREDIT
廖智鸿(J2F)		 奖项：DISTINCTION
陆宇致(J2H)		 奖项：CREDIT
刘银银(J1J)		 奖项：PROFICIENCY
吴昀芯(F1M)		 奖项：DISTINCTION
王柔绚(J1J)		 奖项：PROFICIENCY
陈昫衡(J1H)		 奖项：FOURTH	PRIZE-20th

 26.陈景润杯中学数学比赛2020
	 日期：03/11/2020

高阶组
彭嘉韵(S3SJ)		 奖项：DISTINCTION
韩以柔(S3SJ)		 奖项：CREDIT
林祖翰(S3SJ)		 奖项：CREDIT
林康卫(S3SJ)		 奖项：SECOND	PRIZE-	66th
罗梓豪(S3SJ)		 奖项：PROFICIENCY
黄永安(S3SJ)		 奖项：DISTINCTION
黄永健(S3SJ)		 奖项：SIXTH	PRIZE-	84th
汪进(S3SJ)		 奖项：SECOND	PRIZE	-	66th
戴嘉萱(S3SJ)		 奖项：CREDIT
陈文铈(S3SJ)		 奖项：DISTINCTION

 24.EAE STORYCONTINUATION WRITING 
        COMPETITION 2020 
	 日期：28/10/2020

SENIOR CATEGORY
1st	Prize:	 GLADYS	WONG	SHU	XUN（S2CF	)	
2st	Prize:	 LO	YI	JING（S3SH	)
3st	Prize:	 BRIAN	BONG	NENG	YE（S1SJ	)
4st	Prize:	 FELICIA	ONG	WUI	LYNN（S2SJ	)
5st	Prize:	 GAN	RONG	XUAN（S2CY	)

JUNIOR CATEGORY
1st	Prize:	 KHOR	XIN（F1P	)	
2st	Prize:	 TAN	KEAN	ANN（F2M	)
3st	Prize:	 KONG	YING	HUI（F1P)
4st	Prize:	 NG	POOI	YE（F1P	)
5st	Prize:	 KUNG	YAN	JUN（J3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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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谢槟城鍾灵校友会及
 星洲日报赠送口罩

1. 邱保源先生捐赠5张乒乓桌

日期：2020年11月02日

日期：2020年07月06日

本校获得邱保源先生捐赠乒乓桌5张，协
助发展乒乓这项运动。吴维城校长也颁发了感
谢状和锦旗，感谢邱先生对我校的鼎力支持与
赞助。

2. 感恩2005年锺灵国中毕业生
 同学会捐赠防疫用品

日期：2020年10月04日

感恩2005年锺灵国中毕业生同学会
捐赠2罐25KG	 Fogging	 Pro	 Sanitize	 、40
罐4L	 Alcohol	 Hand	 Sanitizer、40盒50片
Disposable	 Mask及13罐5L	 Non	 Alcohol	
Hand	Sanitizer予本校师生，协助校园防疫。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人
心，全球掀起抗击疫情的战斗。感谢槟城锺灵
校友会，捐赠800个锺灵口罩予本校；槟城星
洲日报于11月2日捐赠240盒三层口罩予本
校。	 当前马来西亚国内疫情不稳定，希望在国
民的配合，政府及医护人员全心付出下，疫情
可早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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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7日，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宣布，吉打、槟城、
霹雳、森美兰、	 马六甲、柔佛及登嘉楼将从11月9日起落实有条件行管令（CMCO）
长达4个星期，至12月6日。幸而本校吴维城校长在宣布CMCO之前，在槟城西南
县巫金12（Mukim	 12）实行CMCO之时已提醒全校师生作好心理准备，并安排好
应对措施。因此，11月9日开始，本校师生就通过ZOOM并依照上课时间表进行网
课。美术、体育、电脑、弟子规、辅导课则通过SCHOOLOGY平台进行网课。

由于上一次行动管制（MCO）期间，大家已有经验，故此次本校师生如期顺利
进行网课居家学习。虽然今年的高初中统考因疫情严重而屡次改期，本校会考班
的学生也坚持不懈，居家学习并透过网络学习，有问题也会及时与老师们联系解
答疑惑。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学生仍自律、自爱，亦让师长深感欣慰。每周二上
午八时的全校集会，由于居家学习，本校也以网络平台准时进行线上集会。吴校
长在集会上会提醒学生们别因居家进行线上学习而懈怠，更叮嘱会考班的学生
要把握时间，以更充裕的时间来准备应付统考。校长建议同学们可以善用网络进
行小组学习、分享学习心得等，在疫情期间互相鼓励，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统考！相
信校长时常在集会上的叮嘱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本校学生，让大家在这居家学
习时也不懈怠。

我们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大家能健康平安地迎接美好的将来！

有条件行管令
仍停课不停学 日期：2020年11月07日

报道/全业惠师
摄影/任志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