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MCO、封州封国、居家隔离、疫苗接种等出现在2020年的网上热搜关键词。去年
大家就在防疫SOP以及诸多新常态中，充满着恐惧和无奈的情况下度过。

面临来势汹汹的疫情，使大家措手不及。疫情对个人或国家所造成的破坏视乎对疫情的应
对能力。记录显示：那些懂得自律，善于求变以及配合团队的一方很显然的更快更好地度过险
境，恢复正常。所谓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经过这次病毒的肆虐，很清楚地显示只有＂适
者能够生存＂，而今天教育方式不应该像工厂般制造产品，教育的目的更应该让学生们学习无论
在任何逆境，如何灵活运用所学来适应环境，改造社会，进而造福人类。

我校《锺灵十大信条》就像一盏明灯，在任何情况下，指引我们做人做事之道。其阐述的文
字简单易懂，可是却意义深长，即使放诸于今日，一样能够给予借鉴和启迪。例如：在新冠疫情期
间，老师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准备教材，通过线上授课。根据十大信条首则：身为＂有纪律化＂
锺灵的同学必须善于安排时间，严守纪律，根据上课时间表准时上网，认真学习，如此才能最大
化地吸收老师所传达的信息。如果能够消化及实践《锺灵十大信条》，那么，同学们最终将克服这
次疫情在学习上所带来的冲击，而未来的生活或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困难也不难处理了。

疫情当前，学校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校园、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为国家为社会守住
一方净土，阻挡病毒的入侵。只有在每一成员齐心协力下，学校才不会出现缺口，让病毒有机可
乘。

此外，锺灵生应该作为时代的眼睛，明辨是非，不造谣不传谣。在此非常时期，学习如何宁静
致远，了解个人与社会的密不可分，严守防疫措施，为人为己。

本人明白当病毒来袭时，大家都会惶恐不安，可是却不能束手无策。在新的一年里，只要我
们抱着无比信心和勇气，凡事回归科学，讲数据，说道理，实事求是，理性处理，那么，我们离胜利
就不远了。

2020年是锺灵独中丰收的一年。学校无论在行政管理、师资培训、课外活动成绩皆表现优
异。尤其在校外考试成绩部分更在国内独占鳌头，令人振奋不已。此卓越成就印证了学校在疫情
期间推行之“自律、自爱、自学”策略奏效，而学校全体成员不懈的努力也因此开花结果。加油！

献词

槟州鍾靈中學董事会主席
拿督斯里郭显荣

董事长献词

01





































特别报道

2020年全槟中学STEM挑战赛

我校荣获全场总冠军
为了让学生体验有趣的STEM学习来补充主流教育系

统，由 TECH Dome Penang 和 Penang Math Platform联
合举办的2020年全槟中学STEM挑战赛，活动为期2020年8
月至11月的月度挑战赛。此比赛皆以线上方式进行，并仅开
放给初中学生参与。

全槟中学STEM挑战赛中分别有七个类别，即物理、化
学、生物、机器人、游戏设计、数学和英语。 参赛者必须以团
体的形式进行，三人为一组。在为期四个月的系列活动中，
来自了全槟39所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参赛。

在本次为期4个月的挑战赛中，学生必须透过在线上的
方式进行挑战获得积分。我校的参赛学生一路过关斩将，透
过七个类别的挑战中脱颖而出，为我校荣获全场总冠军。同
时也荣获了该比赛中的物理组金奖、化学组金奖、生物组金
奖与数学组银奖。

感谢 TECH Dome Penang 和 Penang Math Platform
举办这项活动，让我校学生有机会参与与学习，获益良多。
同时也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学习STEM方面的知识，培养学
生使用科技的技能与软实力。

生物（金奖）：周佳翌、骆证伊、刘芷嫣
物理（金奖）：阿利刵、林音妤、王智政
化学（金奖）：高玮琪、郭景安、孙翊量
数学（银奖）：何倅慜、刘思融、黄家界

报道：李宪衡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0年8月至	2021年1月

中国首届流行歌曲的科学密码科普征文活动
曾靖予及曾靖茹皆获优秀奖
曾靖予同学及曾靖茹同学代表我校参加由长沙市科协和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教育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南大学、湖南省科普作
家协会承办的首届“流行歌曲的科学密码”科普征文活动，分别荣获
优秀奖暨马来西亚赛区一等奖及优秀奖暨马来西亚赛区三等奖，为
我校争光。

 
该比赛的主旨是，如今流行歌曲在当今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

础，同时，其中也蕴藏着大量的科学知识有待人们的发现。为借助流
行歌曲开展科学知识普及，发动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来创作科普作
品。本次“流行歌曲的科学密码”主题征文评选活动，一共有1384篇
报名参赛作品。值得一提，我校代表曾靖予同学的《流浪狗》从1384
篇报名参赛作品中，成功入选为40篇文章的其中之一。经过专家评
分和评委会认定，我校代表曾靖予同学及曾靖茹同学突破重围，分
别荣获优秀奖暨马来西亚赛区一等奖及优秀奖暨马来西亚赛区三
等奖。同时，我校孙彤老师也获得由主办单位颁发的优秀指导教师。

让我们再次恭喜他们！

曾靖予优秀作品：

报道：李宪衡师
日期：202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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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校合唱团于
国际虚拟合唱比赛
荣获金奖！

本校合唱团参与了 World Virtual Choir 
Festival 3 国际虚拟合唱比赛，参赛作品为流
传多年的马来语歌曲《Dayung Sampan》，以
83.85的成绩获得了金奖！恭喜本校合唱团，也
感谢大家的支持！

对于这次获得的殊荣，本校校闻社专门线
上采访了王钰晶教练、音频剪辑团队与视频剪
辑团队。

王钰晶教练感言

这是合唱团第一次参加国际合唱比赛，很
开心获得金奖！制作虚拟合唱团的过程一点都
不简单，很感谢校方的支持，团员们的纪律及
合作精神，当然最重要的是合唱团制作团队， 
他们不分昼夜， 在短时间内把视频、音频完成。
非常荣幸可以担任他们的教练! 恭喜大家!

音频剪辑团队感言

本次音频剪辑是我们第一次以团队的形
式去完成工作。前几次都是由一个人来完成，
所以这次可以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从如何下
载软件至如何对音频进行剪辑，音频剪辑组组
长都需要通过Zoom的方式来指导新进来的组
员。由于剪辑工作大多触碰到电脑技术方面的
知识，因此第一次接触音频剪辑工作的组员们
都表示在一开始时感到非常困惑，也遇到了许
多问题。但在音频剪辑组组长的耐心解惑下，
组员们慢慢开始掌握了剪辑音频的精髓，也越
来越熟练，仿佛解锁了一项新技能一样。虽然
过程非常考验耐性，但是在完成剪辑之后，成
就感便会涌上心头，令人觉得所有的艰辛都是
值得的。我们团队感到十分高兴，这次比赛能
够获得佳绩，全都是因为我们分工合作，跨过
了所有的障碍。在此非常感谢我们音频剪辑组
的每一位成员，也希望我们不会因为疫情而停
下脚步，继续用另外的方式放声歌唱。

视频剪辑团队感言

我们在做视频剪辑的时候，会遇到种种问
题，例如对齐嘴巴，对齐动作等。过程中有过崩
溃的情绪，但经过团队们的互相扶持，不断尝
试及合作，最终还是完成了作品。我们从中学
会如何面对问题与解决问题，也学会了分配、
交接工作的重要性。当我们的参赛作品获奖
时，我们感觉所有的辛苦都被看见并且是个值
得且难忘的回忆。未来我们会继续进步，做出
更好的作品，为校争光！

参赛歌曲《Dayung	Sampan》简介

中华民国时期，政治动荡、战乱频繁，来自
福建、广东等地的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与改善
生活，选择了下南洋谋生。在乱世的年代，人们
买船票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要想谋生必须得靠
抽签才有机会得到那如获至宝的船位。船舱挤
满了一位又一位下南洋的人，他们大多没有行
李，仅有几套衣服和一张船票，就这样踏上了
下南洋之旅。一开始他们抱着既兴奋又期待的
心情，但在下南洋的路途中，他们不幸地遇上
了危险的难题，开始仓皇不定。那滔滔的海水
撞击着礁石，发出雷鸣般的响声。随着困境的
到来，他们收起心来，齐心协力面对层层叠叠
的海涛，前推后涌的一个个巨浪。经过了不断
地坚持与合作，他们终于成功克服了困难，抵
达了目的地--马来亚。

报道：全业惠师
影片：合唱团
日期：2021年5月9日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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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动态

锺灵独中三讲座，提醒全体学生勿忘学习

为了让本校学生在居家网课期间，善加规划自身的学习，更好地适应疫情反复之下的学习
生活，本校于2021年5月10日举办了三场激励讲座。本校有幸邀请到正向生命教育中心的亲师
生组组长胡慧芬讲师与企划组组长崔勤凯讲师来为我们进行早上9时30分至上午11时的“让学
习成为改变生命的力量”，此讲座对象为本校全体师生。而下午的讲座将依学生的年段进行分
配，初一、初二、中一、中二参与由本校吴维城校长为主讲人的“尊重与感恩”。初三及以上的学生
将参与“和科技共处，与学习同乐”，分享人为6名本校统考优秀生。

 
讲座前，吴校长说明举办今日激励讲座的重要性，他提醒同学们在未来的5周虽不会回校

上实体课，但也需提起精神来学习，盼全体学生不因一时迷失方向而浪费时间。吴校长也特别交
代同学们在聆听讲座时，需记录重点，并将之实践在生活中。

报道：李思萱师、李宪衡师、全业惠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5月10日

激励讲座（一）：
让学习成为改变生命的力量
首先，胡慧芬讲师表示疫情让校方、老师

与学生遇到各方面的考验，而学生的挑战正是
自主学习与自律。她透过许多提问来引导学生
去思考学习这回事。

胡讲师说，“学”代表知识、技能、活动，“
习”代表温习、练习、行动，“学”而不“习”就等
于“没学”，因此我们需要“用”。另，学习不只代
表考试，更多的是个人的成长。她强调，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但若只做自己喜欢
的东西，而忽略了应该的东西，那将会造成失
衡。她提醒同学要学习在“喜欢”与“应该”之间
取得平衡。

当问及为什么要不断持续学习时，胡讲
师表示学习让我们能成为更好的人，越来越进
步，也让世界更美好。学习让我们更自信、可以
克服困境。有时候我们会安逸于自己的舒适
圈，一旦危机来了，我们就来不及调整了。

崔勤凯讲师天生没有双手，但他以自己
的成长历程让我们看见了他对学习的坚持与
生命的韧性。没有双手的崔讲师透过不断的学
习，已掌握了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这背后除
了有家人的支持，也有着他愿意面对挑战的
心。这从不会到熟练的过程，让大家佩服得五
体投地。从崔讲师的分享中，我们更看见了他
对学习的热忱，他强调“缺乏的不是机会，而是
一份坚持”，从他努力争取进入学院学习调音
得以见证。他表示，现在的自己很喜欢学习，因
学习让他可以在多个岗位工作，学习让他的生
命不一样了！

胡慧芬讲师接续着分享设定学习目标的
重要性，目标让我们可以设定明确的方向，也
能使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有助于我们合
理安排时间。目标也能迫使我们未雨绸缪，把
握每一天，让学习产生力量。哈佛数据显示，有
清晰且长期的目标的人会成为社会精英，远比
毫无目标的人成功。

总结时，胡讲师提醒同学们追求卓越的人
生只有“学习”，没有捷径，因此不要在应该努
力学习的年级，选择安逸，并别忘了对自己的
生命抱持好奇与反思。

吴校长感谢两位讲师的精彩分享，他相信
同学们从这讲座中皆有寻获适合的学习方向。
他提醒，人在15岁前的记性较好，15岁后则开
始学习批判，因此同学们不要错过现今这段黄
金岁月。最后，吴维城校长透过线上颁发感谢
状于两位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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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动态

激励讲座（二）：
尊重与感恩

首先，吴维城校长为今早的讲座做个小
结。吴校长强调：“学生在学习态度上要自律和
自学，不断的坚持和重复练习才能培养习惯，
让自己渐渐喜欢学习这件事”。吴校长从“终身
学习”的议题中，让学生意识到在中学生涯的
学习是非常关键的。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勿沉
迷于娱乐的心态，特别在居家学习时，要不断
的自我检视自己在居家学习过程中是否有进
步与成长。唯有不断的学习与反思，才能让自

己健全的发展与成长。学习需要自我内化，才
能培养出自己的本领与能力。吴校长认为，培
养生命的价值是要唤起学生对于学习的动机，
其取决于学生的内在与内涵，非表面功夫。

 
接着，吴校长分享“尊重”与“感恩”的要

素，提醒学生们要改变自身的学习和做人处事
的态度，这是让自己朝向正确的方向去成长。
同时，他也引用本校“锺灵十大信条”来谈 “尊
重”。目前在居家学习，学生接触互联网的机会
越来越长，学生要意识到使用互联网时的言语
尊重与独立思考。此外，在浏览贴文内容时，也
要分析与思考该资料是否可信，而不要盲目跟
从与分享，因谣言止于智者。吴校长表示，要得
到认同我们的人，我们需先成为一个有文化的
人。

 
吴校长也提醒学生们要感恩父母，不要抱

怨父母给的东西不够好。透过两支小短片，校
长让学生们意识到父母的付出与辛劳是我们
孩子可能看不见的，因此大家与父母共同相处
的时候请勿让父母受气。吴校长也呼吁孩子要
有孝心，好好的善待家人。吴校长也提醒，学生
们要好好与父母庆祝双亲节，感恩父母。

激励讲座（三）：
与科技共处，与学习同乐

“与科技共处，与学习同乐”是场学习与
应考策略讲座，本校邀请了去年的毕业生林嘉
纹、林师俊、郭廷敬、周颖瑜及两位今年的高一
生许恩慈与陈韦飏同学进行分享，讲座对象为
本校初三至高三的同学。受访的同学以五大范
围进行分享：环境、时间、心态、网课效率、考试
备考策略。

 
环境的重要性

林师俊表示安静的环境，例如图书馆、咖
啡馆、静思书轩等是适合温习的地方。氛围感
与仪式感很重要，若营造一个共同努力的学习
氛围，将能与身边朋友一同进步。陈韦飏则表
示在上网课或复习前，先准备好要学习的书籍
与笔记，并在安静的环境下才能有效复习。周
颖瑜则认为舒适的环境及恰当的时间点复习，
会让眼睛较舒适，如白天开窗让光线照射进书
房。

时间的分配
林嘉纹分享时间的分配因人而异，要找自

己喜欢且适合自己的方式。她喜欢有规律地学
习，会设定复习时间表。例如用便利贴或手机
备忘录制作待办事项，每项任务要注明截止日
期，别在一天内设下太多待办的事以免弄巧反
拙。郭廷敬对此表示赞同，平时固定做复习，在
统考前再复习就能加深记忆了。陈韦飏是名运
动员，他表示在时间分配方面更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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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比赛
学习与备考心态

周颖瑜建议同学们在设定目标时别设太高的目标，需要循序渐进，压力而心情低落时就到
户外放松心情，效果更佳。师俊则劝同学千万别拖延，拖延是个致命伤！因此，在学习时要远离手
机，大家也可以成立群组互学。恩慈分享自己以学习榜样或考后想做的事情作为奋斗目标，故介
绍几个平台，如锦堂生活空间、Qianyii等，鼓励大家在缺乏动力时，可借此鼓励自己前进。

 
如何提高上网课的效率

郭廷敬透露在上网前要有仪式感，先让桌面整齐干净，预留一些时间做功课，这样网课时间
学习会更有精神。反之，若上课前一分钟才睡醒或者还在玩游戏，那整天都会心不在焉、无心向
学。恩慈认为上网课时一定要保证不受干扰，尤其是手机的干扰，故手机宜设置静音模式。

 
关于考试

林嘉纹觉得边复习，边做笔记会让学习事半功倍。同学们也可加入网上的一些群组获取笔
记，平时要多做历届考题并模拟考试氛围。只要事前准备，以平常心应考且在考后反思，学习不
会做的题目就能让自己进步。

 
分享会结束前，同学们踊跃发问，分享者也耐心地讲解。分享会于2时30分正式结束。
 

子弹笔记的制作
下午3时至4时的时段，各班同学则到各自班导的 zoom 或 Google meet，由班导及科任老

师与同学们规划学习目标。班导们与大家分享影片、讲解了制作“子弹笔记”的方法，设定一日、
一周甚至一个月的学习规划等。

活动总结
下午4时至4时30分，会考班的同学则到校方的YouTube平台，出席由吴维城校长主持的讲

座。校长总结今早第一场讲座的重点时强调：学生在学习态度上不能只选择喜欢做的事，而是必
须把应该做的事先尽责完成，同时要拥有自律和自学的态度，坚持到底的精神，才能培养出好学
不倦的好习惯。校长提醒大家“时间是公平的，心在哪儿，时间就在哪儿；行动在哪儿，收获就在
哪儿。”因此，大家也要培养团队精神，互助互爱，一起解决问题并达到共同目标！由于成功是属
于坚持到底的人，希望同学们在做任何事时都能秉持着坚持的精神与毅力，一起迈向成功！校长
也分享了两个影片加深同学们对这些道理的印象，希望能不断学习以造就更好的自己，拥有更
好的未来！

为了让学生在居家学习的同时也可以秉持着我校推行的“三好”，即“在家是好孩子，在学
校是好学生，在社会是好人”的信念，我校训导处于5月10日起开始在线上推行一项活动名为“
学贵力行”。此活动提倡孝道及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为目标，鼓励学生亲身力行，自发承担家务，
减轻父母的负担，履行孩子的责任。同时因疫情关系，学生无法回校进行补分服务，因此我校
特借此活动及奖励制度替代原本的回校服务。 

此活动的时间为5月10日起至6月13日，学生只要在家完成活动任务即可获操行嘉奖一
分 。任务范围分为两种，分别是家务类及孝亲行动。学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须录制视频，一
次家务一个视频，唯需累计一小时时长，且全程不能剪辑或使用缩时功能。训导处在进行审核
后，便会为该学生加分，嘉奖上限为 15 分操行分。

“学贵力行”孝亲活动 报道：李宪衡师					日期：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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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比赛

时尚罩型
创意口罩设计比赛

你知道口罩是谁发明的吗？口罩是清朝的
伍连德发明的。在1910年底，清王朝时期爆发
了一场鼠疫，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他专门设计
了一种双层纱布口罩。这种纱布口罩就是我们
现在医用口罩的原型，这口罩制作简单，民众
们便纷纷的戴上了口罩，为当时控制疫情起到
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如今新冠病毒的来袭，人
们仍然戴着口罩，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因此，为了让同学们更了解口罩的设计并且给
予一个发挥想象力的平台，本校科学学会及学
长团联办一项意义非凡的“时尚罩型”创意口
罩设计比赛。

此活动的报名日期为3月24日至4月11
日，作品投稿日期则从2021年3月24日至2021
年4月16日。此比赛的对象分为本校初中组以
及高中组的学生们，共有31名学生参与此项活
动。在“时尚罩型”创意口罩设计比赛中，参赛
者可使用比赛单位所提供的口罩模板或自行
绘制口罩模板来进行设计。之后，参赛者须将
作品上载至谷歌表单同时附上一段50至100字
的作品创作理念。参与本次活动的参赛者皆获
得一个优点、一个活动纪念胸章及一张比赛奖
状。另外，每位得奖者也将获得一个小功、一个
优点及一个精美铅笔盒作为奖品。

本次“时尚罩型”创意口罩设计比赛初中
组荣获金奖、银奖、铜奖的得主分别为：郭哲毅
同学、彭政凯同学以及陈凯琳同学，而最佳设
计与创意奖的获奖者则是彭政凯同学。接着，
在高中组荣获金奖、银奖、铜奖的三位得主为
李佳錡同学、陈建平同学以及谢欣宏同学，而
最佳设计与创意奖的获奖者则是李佳錡同学。

这项活动于2021年5月10日正式圆满结
束。这项活动呼吁了不少同学发挥口罩的实用
性,同时也为口罩进行二次创作，把它改造成独
特的造型。愿疫情早日结束，大家都能平平安
安，明天会更好！

初中组

高中组

冠军	+	最佳创意与设计奖
李佳錡	S1DJ

亚军
陈健平	F5M

季军
谢欣宏	S2CF

报道：李卉韵同学
修撰：李宪衡师
日期：2021年5月10日

冠军
郭哲毅	J1H

亚军	+	最佳设计与创意奖
彭政凯	J1H

季军
陈凯琳	J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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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榜
恭喜我校42名高中统考优秀考生荣获

“2020年度马来西亚华文独中
高中统一考试槟州杰出学生奖”

荣誉榜

我校42名高中统考考生荣获“2020年度马来西亚华文独中高中统一考试槟州杰出学生奖”
，为校争光！

槟州政府从2019年开始颁发奖励金及奖状给在“马来西亚华文独中高中统一考试”考获佳
绩的槟州杰出学生，今年也不例外。不过，基于新冠疫情的因素，州政府决定取消颁奖典礼，只通
过校方分发奖励金及奖状予获奖的学生。

今年全槟共有59名杰出考生（我校42名学生）获得各800令吉的奖励金及奖状，其中11A者
有1位、9A者有5位（我校4位）、8A者有22位（我校14位）及7A者有31位（我校24位），所拨的款项
为4万7200令吉（我校3万3600令吉）。虽然首长无法亲自把这些奖励金和奖状逐一颁发给这些
杰出的学生，但是，州政府对学生们的认可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在此，首长代表州政府祝贺杰出
的学生和父母，同时也感谢教职员用心地为州政府和国家培育未来栋梁。

首长也特别提到我国从去年3月18日开始实施行管令，为了抑制疫情恶化，学校因此关闭
而教师及学生也在毫无准备地情况下进行网课。首长要赞扬校方即校长、老师和董事等学校三
大机构，在学校仓促关闭的情况下，沉稳应对线上学习所衍生的种种问题，这包括网速慢、电脑
不足、线上教学技巧不熟练及学生纪律问题等等，才能让学生在没有太多的顾虑下专注于准备
考试。

除了校方的努力，学生的学习态度也非常重要。去年，全国共有1万1727位学生参加高中统
考考试，其中有953人为槟州的考生。这批考生在新常态下备考实属不易，但是，他们自律及好
学不倦的态度终究克服所有困难，成功完成考试。首长在此也替他们感到高兴，不过也要提醒这
些学生，考试只是一个检验在求学时期的学习情况，考得好的学生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自律，趁
学生的时期大量吸收知识，同时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以便在出来社会后可以在职场大放异彩。至
于那些考不好的学生也不必因此而气馁，只要不放弃学习，终有一日必有所成。

最后，首长希望大家能与州政府同在，一起对抗新冠肺炎，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报道：陈万德副校长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5月20日

2020年 SPM成绩放榜
2020年SPM成绩于2021年6月10日放榜，本校共有48名统考生在自学的情况下报

考了SPM政府考试。其中获得及格率100%的科目为华文科、英文科、科学科、物理科、生
物科与地理科。马来文科与历史科则考获98%的及格率，数学科与化学科则有96%及格
率，各科总及格率为97.7%。

让我们再次恭喜所有报考SPM的学生在自学的情况下，仍考出佳绩，是其他学生学
习的榜样。

报道：李思萱师
日期：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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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比赛

2021年“金锺好声”
线上英语与方言歌唱比赛

为了发掘本校英语和方言歌唱的人才，并提升大
家对英语与方言的兴趣，即使今年在疫情的考验之下，
本校亦通过线上举办2021年“金锺好声”线上英语歌唱
比赛以及线上方言歌唱比赛。参赛者们以自信的姿态、
美妙的歌声，唱出一首首的歌曲......

2021年7月17至27日，开放予参赛者报名参加线
上英语歌唱比赛。只要参赛者在这段时间通过链接报
名并把作品呈交至指定链接，就符合资格参赛。参赛者
无需缴付报名费，奖项与奖励分为：冠军（1小功，1优
点，奖状）、亚军（1小功，奖状）、季军（2优点，奖状）。参

获奖名单如下：

2021年“金锺好声”线上英语歌唱比赛获奖名单

2021年“金锺好声”线上方言歌唱比赛获奖名单

姓名 班级 学号 名次
莫莹颀 Mok Ying QI S2CK 17046 冠军
王紫薇 Ong Zi Wei S2CF 17270 亚军
覃昱桢 Sam Yu Zhen S3CF 16048 季军

姓名 班级 学号 名次
王恩仪 Ong Ern Ee F1M 21091 冠军
王灵馨 Ong Ling Sin J1Y 21159 亚军
陈正义 Justin Tan Zen Yi F1P 21308 季军

姓名 班级 学号 奖项
王紫薇 S2CF 17270 冠军
陈颖雯 S3CL 16225 亚军
何殷 S2CF 17179 季军

姓名 班级 学号 奖项
蔡瀞萱 J2Y 20065 冠军
黄渝恩 J3H 19210 亚军
陈嘉恩 F2P 20276 季军
李妍柔 J2H 20263 优秀奖
余思萱 J2L 20419 优秀奖
林明潓 J2K 20143 优秀奖

姓名 班级 学号 名次
蔡瀞萱 Chua Jing Shuen J2Y 20065 冠军
陈嘉恩 Chloe Tan Jia En F2P 20276 亚军
黄渝恩 Ooi Win Vien J3H 19210 季军
冯瑜萱 Fong Yui Xuian J2K 20328 优秀奖
李妍柔 Lee Yen Rou J2H 20263 优秀奖
余思萱 Yu Si Xuan J2L 20419 优秀奖

甲组

丙组
高中组

初中组

乙组

赛组别则分为：甲组（高一至高三、国际中四及
中五）、乙组（初二与初三、国际中二与中三）、
丙组（初一与国际中一）。

平日你有常听方言歌曲，或者唱方言歌
吗？方言的传承也尤为重要，马来西亚多元籍
贯的方言生态，是我国丰富的资源。一首首动
听的方言歌曲，无论处于哪个年代，都有其特
色。如今，本校提供一个释放美妙歌声的方言
歌唱比赛舞台，于2021年6月19日至7月24日
开放报名，并于7月24日呈交作品。

恭喜所有获奖者，能在这段疫情期间仍透
过线上的方式支持此活动积极参赛，并以天籁
之音唱出动听的英语与方言歌曲，让大家听出
耳油！来年继续加油，希望我们有机会听到更
多的好声好歌！

方言歌唱比赛作品 英语歌唱比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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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全业惠师
日期：2021年6月19日至7月29日















校内比赛

健言社举办2021年
第二届线上演讲比赛

报道：陈姽蓁老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7月20日至2021年8月6日

鉴于我国仍处于疫情笼罩之下，本校健言社再一次
将演讲比赛转至线上进行。2021年第二届线上演讲比赛
已经圆满结束，恭喜脱颖而出的同学们！此次比赛旨在发
掘本校演讲人才、提高学生的演讲能力以及培养学生对
演讲的兴趣。主办单位有幸邀请本校6位老师，分别是林
振耀师、全业惠师、蔡婉茹师、洪馨玄师、黄爱媁师以及尤
雪莉师担任比赛评审。

 
此次比赛的呈交作品日期为2021年7月20日至2021

年8月6日，一共吸引了37名学生参与，分别是初中组30人
及高中组7人。每一组除了冠亚季军以外，主办单位也颁
发了优秀奖和安慰奖以示鼓励。

 
比赛为备稿演讲，参赛者事前从指定的题目，即高中

组“新冠疫情影响世界”以及初中组“没了实体课，我该如
何学习”，作为演讲题目，透过录制视频参赛。此外，参赛
者必须确保符合拍摄画面审核标准，其中包括视频画质
的画面须流畅、录制好参赛视频以后，不得进行后期剪辑
等。

 
评审团根据内容、语音语调和情态三方面进行评分，

其中评审老师给选手们提出加强语音语调、改善拍摄角
度等建议。不仅如此，老师们还鼓励参赛者增强自信心，
只要坚持练习，就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再一次恭喜所有得奖者，期待下一次的精彩表现。

高中组-冠军（黄湘秦） 高中组-亚军（潘宇恒）

高中组-季军（沈学良）
高中视频

初中组-冠军（关芝琪） 初中组-亚军（黄子宸）

初中组-季军（苏荟怡）
初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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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槟城精英国际青商会 (JCI Elite)
亚洲青少年交流生活营 Asia Youth Exchange Program (AYEP)

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若让青少年有
机会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少年交流，提升沟通能
力之余，也能了解与学习他国文化。若通过不同
的国际活动，让大家学习互相包容、体谅和相处，
不被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束缚，就可创造和平的未
来。近期，若大家有机会参与生活营与各国学生
交流，这不正是现阶段在疫情严峻，而青少年必
须居家学习时别具意义的一项活动吗？

 
本校国际中一班共有86名学生于2021年7

月24日与7月25日参加了槟城精英国际青商会 
(JCI Elite)所举办的第七届—亚洲青少年交流生
活营。除了本校的学生，主办方也邀请了33位来
自柬埔寨、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台湾及香港
等海外学生参加此生活营。

精英国际青年商会从2012年创会开始至今
也举办了许多对青少年有益的活动 ，而今年是
该会第7年举办亚洲青少年交流生活营。在此线
上生活营的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
段，学生们可在线上与其他学员互动，了解各国
文化与习俗，以及学习成为未来领导的方法。除
此之外，学生们还可以参与具有特色的活动，例
如破冰团康活动、“世界村”、“KAHOOT有趣小测
试”等。在第二阶段，举办方精心安排了一场才华
秀“AYEP Got Talent亚洲青少年才艺大赛”，学生
必须在60秒内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他们各自的
才华， 并且上传到JCI Elite面子书， 让大众更了
解与发掘学生的才能。学生们发挥各自的才能，
也获得了好评！透过这些悉心安排的活动，主要
是让国外学生对我国的文化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同时也让本地学生可以了解其他七国的文化。

槟城精英国际青商会也感谢本校——槟城锺
灵独中，Overseas Living (MM2H) Sdn Bhd 以及
Penang Friendship Association (PFA) 的鼎力
支持，让这有意义活动能顺利进行并获得踊跃的
回应。本校学生能有此机会在这一周的学校假期
中充分利用时间参与有意义的活动，不停滞学习
并自我增值，真是难能可贵啊！相信参与者在这
两天的生活营中，收获良多！

报道：全业惠师
摄影：JCI	Elite提供
日期：2021年7月24日与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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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动态

为了让我校学生在未来的求学之路有更
多样化的选择，我校于2021年8月3日上午8时
30分，邀请来自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物流
院院长郭秀颖教授分享“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
展现状与趋势”。本次讲座公开给全校师生一
同参与，并透过Youtube直播平台线上进行分
享。透过郭秀颖教授分享，让我校的学生明确
了解职业教育的概念，同时可以意识到目前中
国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异。

首先，我校吴维城校长致欢迎词，欢迎郭
秀颖教授与我校师生分享今日的主题。郭秀颖
教授表示，吴维城校长曾在2018年12月前往
参观，并提及了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锺灵
独中的校际合作起源。

郭教授分享的讲座包含了四个面向，分别
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国家政策带
来的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的高
等职业教育发展和来华留学生的高等职业教
育政策、升学及就业。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3.0
时代是以提升教育的质量为重。在中国改革的
40年推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中有
五大业绩，分别是：规模最大、门类最全、覆盖
最广、教师最多、人才最适用。

在国家政策带来的发展新机遇方面，目前
中国正面临着规模空前的技能转型和职业变
革，包含职业变更、技能转型、工资增长。因此，
目前中国急需采用数字化技术、优化职业教育
途径，为智慧社会培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接续谈到有关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的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可以看到近五年“一带一
路”的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
极响应，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影响力日益
广大。因此，这让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机
遇，分别有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扩大留学生规
模、设立政府奖学金项目，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郭秀颖教授分享有关来华留学生的高等
职业教育政策、升学及就业，这同时是学生最

关注的课题。在这部分，郭教授分享目前中国
是以“双一流”建设为吸引政策。中国对于来华
留学生的相关国家政策是以人才培养为目标，
分别有四个：学科专业水平、对中国的认识和
理解、语言能力、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至于在
来华留学生在华就业政策演变及趋势，自从
2017年开始，外籍高校毕业生包括在中国境内
高校或境外知名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在
不需要2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前提下，皆可来华
就业。当中的条件包括年满18岁，身体健康，无
犯罪记录，学习成绩优秀，平均成绩不低于80
分，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均
可申请外国人就业许可证。

郭秀颖教授表示，目前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是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大背景下，
积极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结合国家发展
战略、积极推动职业教育国家化”文件精神。至
2021年上半年为止，贵校是广东省全日制学历
留学生人数最多的高职院校。在本次讲座结束
前郭秀颖教授欢迎我校学生前来广东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学习交流，也欢迎我校老师一同前
来参观指导。

锺灵独中素来致力促进国际交流项目，而
这一次能透过郭秀颖教授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进行分享，让我校全体师生受益良多，让
我校学生可以在日后有更多元的生涯规划的
选择。

报道：李宪衡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8月3日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线上分享中国高等职业
教育发展现状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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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动态
报道：全业惠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8月14日

近期，疫情严峻，新冠肺炎确诊数据节节
攀升，今年即将面临统考的会考生，更是在这
充满挑战的一年里，感到不安与不确定性。然
而，本校会考班学生仍需努力学习，准备应考。
本校在2021年8月14日，上午9时至10时30分，
通过YouTube平台，为会考生们安排了“前方
高分预警！稳住，别怕！”统考优秀生备考分享
会。这一课题，在鼓励统考生之余，也传授了他
们的备考技巧，让本届会考生们更有信心应
考。

本校吴维城校长在致词时表示高三生只
剩下三个月时间就要面对高中统考，因此校方
特别邀请六位去年刚毕业杰出校友与大家分
享他们当时考试心得，希望大家从中受益与领
悟，掌握作答技巧。吴校长说，去年高三同学也
是面对疫情的考验，但他们依然能在统考时考
获佳绩，希望这届的统考生亦能从他们的经验
分享中学习之。

此分享会由去年的高三生李金芝、林嘉
纹、林师俊、黄净栩、郭廷敬、朱铭作为主要分
享人。

语文科

与大家分享华文科的林家纹传授积累作
文素材的准备方法、作文与应用文作答注意事
项、文学文化常识与文言文准备方法等内容。
林师俊则与大家分享国文作文的格式与题型，
国文理解与rumusan等作答技巧。李金芝分享
英文科的summary、essay等作答技巧。

 
数理科

商科的高数与普数由李金芝分享，她
建议大家要跟着课本的例题学，刷题，从
YouTube：Happimath平台学习等。高数方
面，净栩则鼓励大家先预习，以便在上课时更
理解老师所传授的知识。考生习作历届考题与
分类题也有所帮助。净栩也分享了物理与生物
备考与考试中应注意的事项与方法。之后，嘉
纹分享化学科，她从高一至高三分析哪些课文
要懂原理，哪些需要背知识点而哪些需要精于

计算等。她认为做思维导图也是个有效的学习
方法。黄净栩也与考生们分享电脑科的备考计
划。

商科

林师俊表示可把课本重点记录成自己的
笔记以便阅读，因归类后的知识更容易提取运
用。经济学是由李金芝分享，她从微观经济学
与宏观经济学来分析，她也分享了会计学要如
何去训练以争取高分；而林师俊则分享簿记这
一科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可以找校外预考考
题训练、作答时避免字体杂乱等。

文科

郭廷敬与大家分享地理与历史科的作答
技巧，他提醒大家在准备地理时，理解比死背
重要，可透过画地图来加深印象，还可以多做
试题来了解出题的思路与题目类型等。历史方
面，他表示中国史要记清楚各朝代皇帝的名
字、近代史则可根据历届题来背知识点，而世
界史则要理清背景、导火线、内容、影响等。

美科

朱铭在分享美科时提及考取好成绩的方
法主要有三点：坚持、用对的方法及相信自己。
他也以故事与画图的方式与大家分享有效的
学习美科的方法。他也提醒大家审题要仔细，
他以几个题目为例，并以不同的图去对比，让
大家更有概念哪张图较符合题目且能获较高
分。

 
在六位校友分享后，是问答环节。本届考

生提出各自的疑惑，分享者也详细讲解。最后，
主持人代表分享者们祝福本届考生学有所成、
金榜题名、为锺灵独中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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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家长周汇报会

为了配合本校于2021年8月16日起，进行
为期6天的家长周，本校吴维城校长于2021年
8月15日（星期日）通过YOUTUBE平台为本校
全体学生与家长举办“家长周汇报会”，时间为
下午2时30分至下午4时。此汇报会旨在使家长
了解本校校务及网课学习近况。鉴于目前疫情
严重，故本校首次以线上方式进行家长周，让
家长在家也能与班导师透过视讯交流。 

首先，吴校长指出，在特殊的居家防疫期
间，全校师生、家长的全方面沟通与交流须持
续保持。吴校长也提及，在新常态下校方致力
于举办各种线上活动、讲座和集会等。他认为，
学生唯有结合参与各项的活动才是真正完整
的学习。与此同时，家长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应多鼓励孩子们参与其中来提升他们的六育
平衡发展。他补充，校方十分重视升学与辅导
方面，经常会与国内外大学配合举办讲座、交
流与升学辅导课程。

居家学习期间，校方也不忘号召全体学生
进行居家运动，除了理论课，学生也须完成体
育功课。自疫情爆发迄今为止，全校如常召开
更多线上会议，为全体学生提供更完善的上课
环境。

疫情期间，部分家庭遇到经济困难，校方
故提供奖助学金、减免学费数额以及延后缴费
等协助。尽管本校每年开销不敷，但校方愿意
伸出援手，凝聚众人的力量、陪伴度过难关。与
此同时，吴校长表示感激家长们、董事校友们
以及各单位给予的体谅与协助，一起共度时
艰！

接着，吴校长为大家讲解第二学期学习
评估方式，并提醒学生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
预先准备电子器材或是数位器材等来配合接
下来的线上评估。他也藉此机会说明高中三预

考事项、领取毕业证书的标准、初中三学生升
读高一选科条件、学生操行达标要求和升留级
等。在此解说环节，吴校长也呼吁莘莘学子务
必努力求学，对待学习万不可松懈。

再来，吴校长也分享了2020年本校优秀
的学术成就。他表示，这一切有赖于老师们的
认真教学以及同学们的用功学习。纵观锺灵独
中的学术报告，无论是在统考或是IGCSE成绩
都让人感到鼓舞。他也鼓励全体学生应向表现
杰出的学长姐看齐，朝着目标迈进。

另外，吴校长针对即将来临的线上家长周
提出更多的注意事项。为了加强家长与教师的
联系以及相互交流贵子女在校求学之情况，本
校特此举办为期6天的家长周，以确保时间上
相对的宽裕。

在这场汇报会中，吴校长也分享了本校课
外活动成就、软硬体设备提升等。与此同时，校
长也透过影片的方式带领大家畅游及云览校
园各处，见证了锺灵独中从2016年至2021年
期间的变化。他表示，感谢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下，塑造一个更良好的学习环境。吴校长也
谈及校舍扩展募款计划，随着锺灵大蓝图发展
计划，更需要获得家长们的支持。这次的募款
别开生面，除了空间命名外，校方将为每位师
生开设个人专属锺灵独中UOB银行账号，通过
该户口进行募款。在疫情笼罩下，吴校长促请
大家更要维护着坚持不懈的华教精神、“再穷
也不能穷教育”的原则，且秉持着爱吾锺灵的
精神继续向前迈进。

接着，他再次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
间来参加此汇报会。非常时期，希望大家一起
努力对抗疫情，维护自身健康！最后，送上一首
温馨的歌曲，由本校中西乐团与合唱团配合双
亲节制作的特辑《奉献》为此次的家长周汇报
会画上句点。

报道：陈姽蓁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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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比赛

由于目前我国处于居家学习的状态，学生不能回归校园生活，不知各位同学在家有好
好地阅读吗？本校学长团于2021年8月4日-2021年8月17日期间举办的阅读活动“我和书
本有个约”。

本次活动是为了让大家更有动力地推动阅读以及帮助会考班备考，此活动开放于全
体学生参加。本次活动分成两个形式，分别是班级团体赛与个人赛。参与此活动的同学，需
使用主办单位指定的阅读APP进行计时与学习相关活动的时间，并截图统计学习时长的
页面，将截图发布INSTAGRAM社交平台。

值得一提，本次活动期间“我和书本有个约”主办单位会在INSTAGRAM社交平台上传
各种有关的高效及正确的读书方法，让学生学习到各种高效读书的方法及如何正确的读
书，同时也能激励的同学们对于阅读的热情。本次活动主要带给同学们意识到网络的资源
不只是浏览社交软体，还可以透过各种APP找到各种提高阅读的方式。

最后，感谢各位同学踊跃的参与此活动，愿全体学生在网课的状态下，仍进取的学习，
因为学习永无止境。

      学长团举办
“我和书本有个约”

报道：张泽恩同学
修撰：李宪衡师 班级成绩

初中组 F1M 19869min
高中组 F4M 30090min
会考组 J3H 20975min

个人成绩

初中组
第一名 F1M 钟圣昀
第二名 F1M 黄敏喧
第三名 J1H 彭政凯

高中组
第一名 F4M 刘菡咛
第二名 F4M 周子琦
第三名 F4M 赵洁敏

会考组
第一名 S3SH 陶恩绮
第二名 S3SH 曾芷萱
第三名 F5M 李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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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2021年 槟城锺灵校友会奖学金线上颁奖仪式

本校辅导处于2021年8月18日（星期三），下午3时30分进行了槟城锺灵校友会奖学金线上
颁奖仪式，本校共有18名学生出席。

首先，本校吴维城校长在致词时，特别感谢槟城锺灵校友会颁发奖学金于本校学生。吴校长
借此机会说明独中华文优秀奖、纪念117锺灵龙舟队殉难师生奖学金与锺灵三校美术发展奖的
起源。吴校长也在此恭喜所有获奖学生，并提醒学生要抱持着一颗感恩心，感谢毕业校友们的勉
励。

槟城锺灵校友会会长方崃兴先生感谢本校安排了此线上颁奖仪式。方会长详细汇报校友会
所提供的奖学金数额，并恭喜获颁奖学金的学子。方会长盼获奖者能感受到校友们的爱戴，并善
用此奖学金，也希望学生们有朝一日学有所成后可回馈母校，以孕育更多的人才。

本校共有5名同学荣获独中华文优秀奖、7名同学获得117锺灵龙舟队殉难师生奖学金、6名
同学获得锺灵三校美术发展奖。

期待所有获奖者在学术上有更卓越的表现！

报道：李思萱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8月18日

疫情期间，很多活动都通过线上进行比赛，由《星洲日报》“爱华文”工委会及马来西亚青年
运动总会主催，星洲日报《学海》周刊、青运总会口才圈和星级演讲培训中心联办的“爱华文·全
国演讲大赛”于7月25日海选，8月1日至8日进行半决赛及8月22日总决赛。

本校学生李妍柔也报名参加了“爱华文·全国演讲大赛”。在高手如云的这项比赛中，李妍
柔一路过关斩将，从全国150位参赛者锺脱颖而出，挤进决赛8强。其中不乏个大小演讲比赛强
者，也有经验老道赛坛常客。决赛分两回合，第一回合，主办方赛前2小时给予参赛者题目，接着
就以直播的方式在线上进行演讲。第二回合更是在直播期间，主持人让选手现场抽取题目，参赛
者只有10秒的时间思考，然后即刻演讲。年仅14岁的初二生李妍柔，在决赛中与8位选手一较高
下后，终夺亚军。恭贺李同学获奖，为校争光！

报道：全业惠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8月22日

“爱华文·全国演讲大赛”李妍柔荣获亚军“爱华文·全国演讲大赛”李妍柔荣获亚军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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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中秋艺起FUN”灯笼制作活动

校内中国象棋比赛

校内西洋棋比赛

“铃距离·我的世界”
     2021年线上建造大赛

2021年9月5 日至2021年10月1日

2021年9月6日-2021年9月18日

2021年9月6日-2021年9月14日

2021年09月15日至2021年10月15日

甲组
金奖 林紫媃 S3DJ
银奖 彭嘉彤 S2SH，李姗颖 S2CL

乙组
金奖 戴以泽 J2L

银奖 周纬蔚 J2K，邱梓茵 J2Y，蔡
慧涵 J2H

丙组 金奖 潘俞璇 J1K，彭政凯J1H

银奖 尤紫灵 J1T，黄敏瑄 F1M，罗
婕心 J1K

全场最佳
创意奖 黄敏瑄 F1M

冠军：骆宏铭 J2Y 亚军：周邦奕 S1CL 季军：马闳喆 F2M 安慰奖：林子澔 J2F、尤紫灵 J1T、王菊琪 J2K、
                刘怀哲 J3H、梁毅翔 J2L

冠军 王嘉铭 F1P
亚军 郭景安 F5M
季军 朱耀全 F2P
安慰奖 周上喆 J1Y、杨欣妤 S2SH、骆宏铭 J2Y、许君 J3H、

黄一健 S3SY、梁毅翔 J2L、陈昱轩 F1M

甲组

金奖 李楷哲 J1Y《Louvre Museum》、 杜则汛 J1T《乐园》、
李玉卉 J1L《Genie Mall》、 潘俞璇 J1K《高。塔》

银奖
吴宇恒 J1Y《日本》， 张伊望J1T《动物乐园》、 
锺恩棋 J1L《Wonder Temple Restaurant》、 张子轩 J1L《水上乐园》、
彭政凯 J1H 《水族馆 Aquarium》、 邱梓茵 J2Y《应县木塔》、 
周纬蔚 J2K 《彩虹屋》、 徐弘生 J2F《木庙》

最受欢迎奖 李玉卉 J1L《Genie Mall》
最佳创意奖 杜则汛 J1T《乐园》、 潘俞璇 J1K《高。塔》

乙组

金奖 陈鸿正 S1SH《森林酒店》、 黄健伟 S1SH《姑姑的家》、 
田浩童 S2SH 《锺灵独立中学》、 曾靖予 S3SY《末日基地》

银奖 黄宇恩 S1SH《School Canteen》、 王伟杰 S2SY《Greenlane Mcd》
最受欢迎奖 田浩童 S2SH《锺灵独立中学》
最佳创意奖 曾靖予 S3SY《末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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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动态

由本校举办的“会考班激励讲座”于2021
年9月4日（星期六）于YOUTUBE平台顺利举
行，对象为初三和高三的学生。初三的讲座时
间为上午9时至上午10时15分，高三则在上午
10时30分至中午12时。此次讲座由本校吴维
城校长主讲，讲座分享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意识
到统考的重要性，盼学生为统考进行最后的冲
刺。

在初中讲座方面，吴校长特别解说“第二
学期学习评估”方法以及考试注意事项。接着，
他也藉此机会说明初中三学生升读高一的条
件、选科等重要事项。高中方面，吴校长强调本
校在复课后将进行预考，这将成为学生未来申
请大学的参考依据。吴校长也说明有关本校高
中毕业生领取毕业证书的资格。

在两场讲座中，吴校长皆指出，统考的延
迟意味着考生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备考。他
提及，这三个月是个关键时刻，往年的统考前
期都会看见学生有很明显的进步。疫情下要有
有怎样的信念与观念来面对考试呢？他强调
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希望同学们都
全力以赴，对待学习不可抱有散漫的态度。吴
校长也透过分享影片、名言语录和励志公式等
来勉励学生每天进步一小步，渐渐地就可以遇
见更好的自己。值得一提的是，他也分享了本
届东京奥运会上创造夺冠奇迹的奥运故事。

另外，吴校长也分享有关设立目标的方
法——SMART原则，提醒学生为统考设定目
标。接着，吴校长透过一部影片让学生了解中
国学生面对高考的压力，盼学生明白校方与家
长的期待，皆是希望学生能更加强壮。吴校长
亦强调师长无法永远陪伴学生，未来所面对的

困难与挑战，学生需独自面对。师长们仅能确
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把自己磨练得更好、
有更强大的意志力、有正确的人生观与积极的
态度。

此外，吴校长引述柏拉图的名言：“成功
的唯一秘诀：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为此分享
去年的高三学生的备考技巧与心态，让学生从
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方法，以规划自己的备考计
划。吴校长也透过小故事叮咛学生，备考时勿
孤军作战，要懂得与周遭的人一同努力，特别
是在特殊的时刻，学校、老师、同侪和父母都愿
意与学生并肩作战，希望在这最后的三个月里
学生可以突破自己并坚持到最后一刻，考出最
佳的成绩！

最后，吴校长代表本校祝愿，全体高三统
考考生考获佳绩、前程似锦、金榜题名、爱吾锺
灵！

2021 年会考班激励讲座

报道：李宪衡师，陈姽蓁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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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校吴维城校长于2021年9月19日，下午
2时30分安排了一场2小时的讲座“小六生升上
中学该有的思想准备”，吸引了600人参与。讲
座的宗旨主要是向小六生分享升上中学该有
的准备，盼小六生能将之运用在生活中。

首先，吴校长让学生去思考星期一上网课
与星期五上网课的心情差异，从而表达出若拥
有强烈的求知欲，学生每天皆期盼着学习。吴
校长也让大家去省思，UPSR的取消会否影响
自身的学习状态。

升上中学该有的思想准备如下：

（一）情绪管理

中学生处于青春期阶段，情绪容易波动，
然而，当我们遇到不同的人，会给予不同的反
应，且较容易对亲人发脾气，因为我们已将对
方视为理所当然。从而得知，情绪是可以控制
的，方法：（1）觉察：多觉察自身的情绪，从而制
止冲动行为 （2）表达：向亲朋好友表达自身情
绪，以不伤害他人，不伤害自己为原则（3）管
理：透过换位思考理解对方，多运动等方式舒
缓情绪。

（二）约束等于保护

父母的约束可能会让学生觉得不舒服，但
约束也是一种保护。在成长过程中，学生开始
有了自己的思想，因此会想要尝试使用自己的
方法来解决问题，然而长者是有智慧的，且他
们都是出自于关心与保护。

（三）为什么要读书？

校长提及，学习是为了成为更出色的人，
学习应是终身学习的，一旦停止了学习，将遇
到困难，也会渐渐的影响自己的朋友圈。家长
会不断要求孩子读书，实际上是心疼孩子未来
可能无法自行选择、规划工作，需被社会安排。
再说，未来是AI的时代，很多工作将由机器人
替代，若不持续学习，会难以与未来社会接轨。

（四）充分的准备，更好的选择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若小学考取
好成绩，则能选择更全面的学校，将获得更全
面的成长环境。透过故事情境，吴校长说明，若
我们在处事上有良好准备，做起事来将更为顺
畅，例如课堂上将更容易掌握内容精髓，更有
效率。

（五）自律

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若学生能自我要
求，自觉地遵循条规，方能约束自身的行为。接
着，吴校长透过《自律表现小测试》，让学生了
解自己处于的状态与养成自律的方法。另外，
影片中提及了养成自律的五大方法：（1）改变
环境 （2）改掉坏习惯并以好习惯代替（3）安排
休息时间 （4）设定与规划行程 （5）好好享受过
程。此影片以“动力通常是暂时的，但是自律却
是可以永久的”作为总结。

（六）网络成瘾

吴校长以影片、新闻来说明，网络成瘾可
能带来的后果与不理智的行为，并提及沉迷网
络游戏通常是为了从中获得成就感，透过在学
校扮演好学生的角色，将得到师长的赞赏，亦
能拥有成就感。

（七）孝道

若我们有着一颗孝顺的心，则不会做让父
母难过的事。吴校长呼吁学生要孝顺，多体谅
父母的用心良苦，并表示父母给我们的东西，
可能已是他们能力范围最好的东西了。

若学生遇到自己的不会的事情不用感到
紧张，只要拆解步骤，一步一步来，终将有学会
的一天。最后，吴校长希望学生此时此刻，改变
自己的行为态度，做个懂事、自律、自爱、孝顺
的好孩子。

愿小六生们一起努力加油，共同创造美好
的未来！

鍾靈獨立中學
“小六生 升上中学该有的思想准备”

报道：李思萱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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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动态

本校吴维城校长于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下午3时至4时30分，通过Youtube平台为本
校高一、高二、中四与中五生举班了一场讲座“高中训育课”。

 
吴校长分享了十个学习内容：扎根、责任、接受批评、优先完成重要的事、准备、自律、习惯、

网络成瘾、选择与坚持到底。校长以轻松的方式，先播放短片后并引伸说明周末后学生懒散的问
题，但来到周五要放学的那刻学生会是什么状态？校长说明我们的想法积极或消极将影响一个
人对事情的热忱。校长在讲述各内容时，也插播不同的短片，丰富有趣，具教育意义！

 
扎根创新——结合时代，以创新的方式提升，在学习以“扎根”为基础，以六育（德智体群美

劳）平衡发展扎根。校长强调“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若稍微停歇则会退步。因此，基础若没
打好，将影响日后的发展。

承担责任——正所谓：“勤学如初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辍学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高中生更应该承担责任。“我们不是因为成长了才去承担，而是因为承担了才会成
长。”我们应能吃苦，千万别推卸责任，努力学习也是一种责任。

愿接受批评——忠言逆耳，虽然大家都不喜欢被批评，但是不批评就表示好吗？你会觉得自
己没有问题和过错，而被假象蒙蔽，越陷越深而导致无法自拔。批评是一种爱，一种高层次的爱，
应感谢愿意批评你的人，尤其接受家长、老师等批评。

优先完成重要的事——学生应学习分辨事情的轻重，重要的事应优先完成，避免累积。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后也得下苦功，并训练自己。

自律——有了自律，就能够完善且做好每一件事。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通过自我要求，
把被动化为主动而自觉地遵循条规。懂得自爱、勇于自省、善于自控且勤于自我规划的学生，则
能面对各方面地挑战。

习惯——校长先让大家思考“习惯可以培养/改变吗？”。之后校长让同学放松，以手掌张开，
十指交叉合起的方式重复三次。从中可见人是按习惯行事的，而一个人要改变习惯是一个不舒
服的过程。但是，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不断重复。我们要养成五秒法则，学习三区域理论，重
要的事情需要早上做，拥有时间规划，维持动机及定制奖励机制。

网络成瘾——网络成瘾如电子鸦片，难戒掉！校长详细讲解“网络成瘾症”初步判断方式及
网络成瘾造成的负面影响。高中生也别因此而破坏家庭和谐。

选择与坚持——选择做对的事，别只顾享受，应该刻苦耐劳且坚持，才能成功！
 
吴校长提醒大家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其实大家离成功只有一步，但往往同学

们安于现状或享受当下，而失去了很多可以成功的机会。同学们要等待机会的到来，还是创造机
会？掌握在您的手中！这一场内容丰富的一小时三十分钟的讲座，使本校高中生受益良多！

高中训育课
报道：全业惠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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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动态

由于疫情缘故，今年本校入学考试将采取线上模式进行。为了确保2022年新生线
上入学考试能够顺利举行，本校将于 2021 年 10 月 17 日（星期日）举  行一场模拟入学
考试。有鉴于此，本校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星期日）通过YOUTUBE 平台为已注册入
学考试的小六生及家长举办一场模拟入学考试讲解会，时间为下午 3 时至下午 4 时。
此讲解会主要由本校吴维城校长、陈万德副校长、林欣筠主任、沈永泰主任、梁詠康主
任讲解一系列相关事宜，旨在让考生掌握线上考试的方法及做好考前准备。

首先，教学事务部副校长陈万德表示，所有考生将在下周收到由本校行政处发出
的考场链接等通知。他指出，考生必须确保拥有合适的设备与软件并且懂得操作的步
骤。此外，考生除了在作答期间必须全程打开摄像镜头以外，他还叮咛一些须注意事
项比如:桌面允许摆放的物件、突发情况等。

接着，本校教务主任林欣筠进一步为大家讲解考场设置，ZOOM平台将作为线上
考试考场，每一场考试皆采用谷歌表单进行作答。再者，以图表方式展示新生线上入
学考试流程表、入学考试试卷模板，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熟悉线上应试的操作模式。

随后，本校电脑资讯处主任沈永泰主任及训导处梁詠康主任分别提醒须注意事
项。沈主任补充，考生除了必须使用两个设备进行线上考试外，必须确保做好考前准
备比如：掌握登入账号的方法。他趁此机会为大家讲解 ZOOM 操作指南。他特别强调，
两个或单个设备（特别申请及获得批准）的列名方式。随即，梁主任为大家说明考试规
则，当中包括讲解电子设备要求及设备摆放法要求等。

最后，吴校长为此次模拟入学考试讲解会做出总结，他希望各位考生秉持真诚的
心态去进行评估和测试，并预祝同学们考试顺利，金榜题名！

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位考生，若无法出席模拟考试，请家长提前联络行政处以作记
录。如面对电脑技术问题，除了可以通报给监考老师以外，还可以联系校方寻求电脑
技术上的帮助。

报道：陈姽蓁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10月10日

模拟入学考试讲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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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榜
 2021年学联运动比赛（线上）
 日期：2021年5月18日

本校运动校队在疫情间仍不忘运动，参与由槟州教育局
（JPNPP）所举办的线上运动比赛，荣获杰出的表现！

东北县学联乒乓控球赛

冠军 蔡慧涵 J2H（女子15岁以下）

亚军

尤馨琳 J3H （女子15岁以下）
尤浚轩 J2Y （男子15岁以下）
徐蜜意 S3CT（女子18岁以下）
洪国俊 S2CT（男子18岁以下）

季军 陆家盈 J1K（女子15岁以下）
周君凯 J2F （男子15岁以下）
梁杏儿 F5M （女子18岁以下）

安慰奖 刘智敏 S1CT（女子18岁以下）
黄慧铃 S1SY（女子18岁以下）
邓永勤 S2SH（男子18岁以下）

冠军

游易萱 S3SH - 女子甲组跳远,
                          - 女子甲组100m
陈震豪 F4M - 男子甲组铅球
张伟爱 S2CF - 女子甲组400m
朱嫒萍 J3K - 女子乙组400m
刘宜洁 F2P - 女子乙组100m
容嘉玲 J2T - 女子乙组3000m竞走
许正生 J2L - 男子乙组100m
祁宇恒 J3T - 男子乙组跳远
林绍恒 J3K - 男子乙组5000m竞走

亚军

陈韦飏 S1SH - 男子甲组400m
李依璇 S3CF - 女子甲组100m
李佳錡 S1ADJ - 女子甲组1500m
陈惠欣 S2CF - 女子甲组5000m竞走
陈郁涵 S1SY - 女子甲组跳远
蔡慧涵 J2H - 女子乙组1500m
尤紫灵 J1T - 女子乙组3000m竞走
苏伽绅 J2F - 男子乙组铅球
林凯闻 F2P - 男子乙组100m
戴劭恩 J1K - 男子乙组跳远

季军

陈韦飏 S1SH - 男子甲组100m
张伟爱 S2CF - 女子甲组1500m
胡瑩瑩 S2ADJ - 女子甲组5000m竞走
冯瑜萱 J2K - 女子乙组1500m
骆辰悦 J1K - 女子乙组3000m竞走,
                       - 女子乙组跳远
李伟杰 J3L - 男子乙组1500m
李芊慧 J2H - 女子乙组100m
许正生 J2L - 男子乙组400m
周子绮 F3M - 女子乙组400m
祁宇恒 J3T - 男子乙组100m

冠军 蔡慧涵 J2H（女子15岁以下）

亚军
尤馨琳 J3H （女子15岁以下）
徐蜜意 S3CT（女子18岁以下）
洪国俊 S2CT（男子18岁以下）

季军 陆家盈 J1K（女子15岁以下）
梁杏儿 F5M （女子18岁以下）

安慰奖

尤浚轩 J2Y（男子15岁以下）
黄慧铃 S1SY（女子18岁以下）
周君凯 J2F （男子15岁以下）
邓永勤 S2SH（男子18岁以下）

安慰奖

陈冠宇 J2L(男子15岁以下)
蔡雨恩 S3CF(女子18岁以下)
陈柔彷 S2SY(女子18岁以下)
廖婉柔 S3SH(女子18岁以下)

安慰奖 尤浚轩 J2Y（男子15岁以下）6公里 

安慰奖 郑裕衡  S2CF - 男子中学组

冠军

张伟爱 S2CF - 女子甲组400m 
游易萱 S3SH - 女子甲组跳远，
                          - 女子甲组100m 
陈震豪 F4M - 男子甲组铅球
祁宇恒 J3T - 男子乙组跳远

亚军
李依璇  S3CF - 女子甲组100m
陈韦飏 S1SH - 男子甲组400m
容嘉玲 J2T - 女子乙组3000m竞走

季军
李佳錡 S1ADJ - 女子甲组1500m
陈郁涵  S1SY - 女子甲组跳远
李伟杰J3L - 男子乙组1500m

全槟学联乒乓控球赛（线上）

全槟学联羽毛球控球赛（线上）

全槟学联虚拟赛跑赛（LARIAN MAYA）（线上）

全槟学联跳绳挑战赛（线上）

全槟学联田径赛（线上）

东北县学联田径赛（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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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榜

亚军 王嘉铭 F1P - 男子15岁以下

亚军 王于晅 F1P - 12岁男子组个人赛
 （第一轮：3金  ，第二轮：1银1殿军1第五名）

槟岛区学联西洋棋赛（线上）

全槟WSSA竞技叠杯赛（线上）

 Malaysia National Schools WSDC 
 （马来西亚中学WSDC英语辩论比赛 / 
     全国中学WSDC辩论比赛）
日期：2021年6月19日~20日

本校运动校队在疫情间仍不忘运动，参与由槟州教育局
（JPNPP）所举办的线上运动比赛，荣获杰出的表现！

High School Open Champion  (冠军）
F5M 沈扬铭  (Finals Best Speaker + 4th Best 
   High School Speaker)
S1SH 黄睿恩
F2M 彭柯以  (8th Best High School Speaker)

High School Open Semi Finalist (半决赛)
J3H 黄家界  (3rd Best High School Speaker)
F2M 容爱凌
F2M 许歆

High School Open Quarter Finalist (8强)
S1SH 杨舒霙  (7th Best High School Speaker + 
F4M 陈健安 Best Reply Speaker)
F4M 刘菡咛

 全国中学线上合唱比赛
 日期：2021年6月29日

本校合唱团在全国中学线上合唱比赛中荣获两个奖项，
分别是Gold B（88.33分）与全场最杰出视频制作奖。此
比赛也设有个人项目，本校四名学生皆荣获金奖！他们
分别是来自J2Y的蔡瀞萱同学，J2H的李妍柔同学，F3M
的梁芳宁同学,以及J3H的黄渝恩同学。

再次恭喜本校合唱团在新常态的情况下，仍表现卓越

 本校同学荣获“疫情下的长辈”
   短片拍摄比赛冠军与季军
 日期：2021年7月8日

本校校园报报看同学参与了由Unilifesity不惑申明学苑
所主办的“疫情下的长辈”——短片拍摄比赛，并荣获冠
军与季军的优秀成绩！值得一提的是此比赛的参与者不
限年龄，而本校S1SY班的潘宇恒同学荣获了冠军，F2P
班的黄贝儿同学也荣获了季军！这优秀的表现非常值得
赞赏！

 2021年全槟STEM挑战赛 数学科金奖
 日期：2021年8月31日

得奖者： 何倅慜（F3M）、何倅莹（J1Y）、陈萱铭(J1H)

比赛作品

短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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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榜

 Kejohanan WuShu MSSPP 2021 
 日期：2021年12月13日

1. Lim Jue Xin (Qiang Shu A-Pertama)
2. Coleen cheah weiqi (Dao Shu A-Pertama)
3. Lim Jue Xin (Dao Shu A - ke -2)
4. Chong Yee Win (Qiang Shu A - ke-3)
5. Ryan Tan Jun Heng (Dao Shu A - ke-3)
6. Coleen Cheah Weiqi (Chang Quan A - Pertama)
7. Ryan Tan Jun Heng (Chang Quan A - ke-3)
8. Chong Yee Win (Jian Shu A - ke-2)
9. Koo yijia (Taiji Quan B - Pertama)
10. Koo yijia (Taiji Jian B - Pertama)
11. Choo Ai Ping (Qiang Shu B - Pertama)
12. Choo Ai Ping (Jian Shu B - Pertama)
13. Lim Yun Xi (Taiji Jian A - ke-3)
14. Lim Yun Xi (Taiji Quan A - ke-3)
15. Leue Yee Jeah (Nan Dao B - ke-2)
16. Camelia Liew Yia Min (Chang Quan C - Pertama)
17. Leue Yee Jeah (Nan Quan B - ke-2)
18. Ng Jing Feng (Chang Quan C - ke-2)
19. Ewe Zi Lyn (Taiji Quan B - ke-3)
20. Ewe Zi Lyn (Taiji Jian B - ke-3)
21. Chan Yi Xhan (Chang Quan C)
22. Kenneth Tjiaman (Chang Quan C)

 2021年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馆奖学金
 日期：2021年10月31日

本校5名优秀生获得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馆所颁发的奖学
金。此奖学金包含全年学费与电脑费、剑桥英文费。他们
分别是:
 孙翊量 S1SH、杨舒霙 S1SH、黄能业 S2SH、
 曾玮璊 S3CF、曾芷萱 S3SH。

 2021年剑桥卓越学子大奖
 日期：2021年12月8日

本校2021年国际班陈静芊同学与郑勇恒同学分别在
2021年剑桥卓越学子大奖中出类拔萃，分别荣获了国
际IGCSE高级数学与普通数学世界顶尖奖（Top in the 
world），成功为校、为国争光！

让我们再次恭喜以上两位同学，盼他们在未来得以追求
卓越，继续创造辉煌！

郑勇恒 陈静芊 

 2020年槟州独中华文统考华文科奖励金
 日期：2021年12月5日

为了爱护母语教育，传承中华文化，槟城中正学校暨正
中中学赞助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于2021年12月5日举
办大马高级教育文凭以及大马独中高中统考文凭华文
科奖励金颁奖典礼。

本校表现极为突出，在大马独中高中统考文凭华文科的
全槟十大中，本校即占了7个名额，此表现令人振奋！获
奖者分别是林嘉纹、黄永安、黄永健、黄詠怡、戴嘉萱、王
优琦以及王惟柔。

黄詠怡

林嘉纹

黄永健

黄永安

戴嘉萱 王惟柔

王优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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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槟城锺灵独中于2021年第28届陈嘉庚杯
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中，名列初中统考榜
首，更斩获了高初中统考的五个成绩最优奖，
创下历届之最，真的是可喜可贺，令人瞩目！该
校荣获成绩最优奖的奖项有初中语文组（华
文、马来文、英文）、初中数理组（数学、科学）、
初中社会科学组（历史、地理）、高中数学组（高
级数学I、高级数学II、高级数学、高中数学）与
高中科学组（生物、化学、物理）。

锺灵吴维城校长表示，学校可创下此突破
性佳绩需特别感谢全体教职员在疫情间仍坚
守岗位，引导学生考出佳绩以及学生在疫情间
仍不松懈，持续学习，充分展现了自爱、自律、
自学的精神。另外，吴校长亦感谢董事们、校友
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感谢家长们的高度
配合，让学生能考获斐然的成绩，为锺灵争光！
爱吾锺灵！

2021年第28届陈嘉庚杯
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
槟城锺灵独中首次获得
全国初中统考成绩

特优奖金奖 创历届之最
高初中组荣获

五个全国统考成绩最优奖

报道：李思萱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11月20日

深斋中学到校观摩 报道：李思萱师					摄影：任志濰师
日期：2021年11月19日

霹雳怡保深斋中学于2021年11月19日下
午2时至下午4时30分到本校进行交流。此交流
是为了让双方更了解彼此的办学方针、行政管
理及系统等运行，盼彼此能共同把教育办得更
好。深斋中学一共委派3位董事部成员与6位学
校行政人员到本校进行交流。

首先，本校吴维城校长非常欢迎深斋中学
的到来，并期待此交流可共同探讨如何把教育
办得更好。深斋中学谢符财校长在致词时感谢
吴校长的欢迎，并提及师资质量的提升才能让
学生的质量也随之提升，期待此交流可互相学
习大家的长处，让独中教育走得更远！接着，本
校吴维城校长进行校务汇报，提及本校行政团
队、师生人数、师资培训、学校办学理念、特色、
课外活动、设备提升等。

大合照后，吴校长为到访者详细介绍本校
的校园与设施。紧接着的流程则是各处相互交
流，分别是教学事务、学生事务、联课事务与校
长事务。下午4时正，深斋中学代表给予回馈。
下午4时30分，此交流正式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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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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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景祥师

大中见小，小中现巧。
中为西用，以古绘今。 清凉Algefacient

2021
水彩
73cm  x54cm

风雨同舟
2021
书法
87cm  x48cm

马纹燕师

笑能促进身心健康。珍惜
拥有，放大生活中小小的
喜悦；笑一笑，开开心心
度过每一天。

花的心
2021  水彩
28cm  x21cm

笑一笑 没烦恼
2021  铅笔素描
29.5cm  x21cm

廖武江师

 简朴、由生之质，创造出
一片空境，以容纳万物，
唯有常怀素心。

Force
2020  电绘
71cm x 38cm

影莲
2016  铁丝

张瑞诗师

探索自我内在的心
灵映像 白影。探索 II

2020
油画
61cm  x46cm

宁静
2021
油画
75cm  x53cm

陈好伊师

艺术的本质是色彩和造
型。我以色彩表达我对大
自然的感受以造型反映
对宇宙万物的心态。

小城故事
2020
粉彩 纸本
36cm  x27cm

步步生莲
2021
彩墨 宣纸
163cm  x97.5cm



2021年捐献奖助学金
2021年3月至2021年12月15日

锺灵大蓝图发展计划之独中
校舍扩展筹募活动

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15日
No. 日期 捐献者 RM
1 23/7/2021 LIM PANG YONG  100.00 

2 25/8/2021 杜鎏城宇同学（20417）
(J2T)  1,000.00 

3 2/9/2021 陈萱铭同学  （21378）(J1H)  200.00 
4 9/9/2021 杨庆才学长  200.00 

5 14/9/2021 胡健桦 (DANIEL OH KIM 
WAH)  300.00 

6 30/9/2021 江敬恒同学 （21133）（J1F）  2,000.00 
7 11/10/2021 已故陈永燈先生  10,000.00 
8 6/12/2021 SENAY 湉湉  2,000.00 
9 7/12/2021 蔡尚峄校友  3,000.00 
10 14/12/2021 杨协益，杨依芠  500.00 
11 15/12/2021 ONG MEE CHOO  5,000.00 

12 15/12/2021 NTK INDUSTRIAL SDN 
BHD  30,000.00 

2021年捐献发展
/教育基金经费

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15日
No. 日期 捐献者 RM
1 5/1/2021 已故吴瑞兰  500.00 
2 5/1/2021 已故黄东财老先生家属  2,000.00 
3 8/1/2021 拿督斯里谢有吉局绅  5,000.00 
4 18/1/2021 戴家鹏学长  51,352.38 
5 18/1/2021 江敬恒  300.00 
6 18/1/2021 郑素樱  700.00 
7 1/2/2021 吴维城校长  100.00 

8 9/2/2021 BAH AIR CONDITION 
SALES & SERVICES  300.00 

9 8/3/2021 黄翔同学（18021）  300.00 
10 16/2/2021 已故孙振源先生家属  1,000.00 

11 18/3/2021 Woody Woodworking 
Sdn Bhd  2,000.00 

12 23-
26/3/2021 已故吴超亮老师家属  6,000.00 

13 5/4/2021 黄翔同学（18021）  300.00 

14 6/4/2021 Masmeyer Holdings 
Sdn Bhd  1,000.00 

15 12/4/2021 胡健桦 (DANIEL OH KIM 
WAH)  300.00 

16 12/4/2021 Goh Ann Nee & Family  500.00 
17 14/4/2021 颜松裕先生  10,000.00 
18 14/4/2021 福建会馆 （2020年）  10,000.00 
19 20/4/2021 2020年 J3K  107.50 
20 26/5/2021 黄翔同学（18021）  300.00 

21 26/5/2021 2020年 S3SJ, S3SH & 
S3CY  162.00 

22 4/6/2021 BENDAHARI NEGERI 
PULAU PINANG  400,000.00 

23 14/6/2021 黄翔同学（18021）  300.00 
24 12/7/2021 黄翔同学（18021）  300.00 
25 19/7/2021 已故吴瑞兰  500.00 
26 29/7/2021 吴瑞安夫妇  416.00 
27 14/8/2021 黄翔同学（18021）  300.00 
28 30/8/2021 TAN RU JING  30.00 
29 27/9/2021 锺汶龙学长  80,000.00 

30 1/10/2021 KEMENTERIAN 
KEWANGAN MALAYSIA  232,000.00 

31 13/10/2021 黄翔同学（18021）  300.00 
32 23/10/2021 彭秋月家族  1,200.00 
33 5/11/2021 殷秀晴  1,000.00 
34 8/11/2021 槟城德教会紫云阁  5,000.00 
35 17/11/2021 黄翔同学（18021）  300.00 
36 18/11/2021 拿督斯里丘光宪  40,000.00 
37 22/11/2021 74/76毕业同学联谊会  10,000.00 
38 4/12/2021 2020年J1K班级  181.00 
39 8/12/2021 林佑  20.00 
40 8/12/2021 李苙暳  25.00 

41 9/12/2021 BENDAHARI NEGERI 
PULAU PINANG  100,000.00 

42 13/12/2021 庄光中先生  832.00 
43 15/12/2021 WONG BOON SENG  10,000.00 
44 15/12/2021 已故何瑞兰家属  500.00 

No. 日期 捐献者 RM
1 8/3/2021 李鸿莲  200.00 
2 19/3/2021 温金仁夫妇  3,600.00 
3 16/4/2021 邱俊伟  981.00 
4 16/4/2021 许政国  590.00 
5 16/4/2021 陈意真  50.00 
6 16/4/2021 梁溧珍  632.00 
7 16/4/2021 谢维龄  948.00 
8 16/4/2021 黄俊康  948.00 
9 28/4/2021 陈履利助学金  2,589.19 
10 18/6/2021 槟城联合福建公塚  30,000.00 

11 18/6/2021 槟城锺灵校友会 (2021年
度独中奖助学金）  50,000.00 

12 15/7/2021 槟城锺灵校友会 (2021年
度独中奖助学金）  44,400.00 

13 4/8/2021 槟城德教会济圣阁  5,000.00 
14 13/8/2021 59/61毕业同学会  4,000.00 
15 18/8/2021 杨文树（1962) 学长  500.00 
16 25/8/2021 陈铁泉学长 （1961）  4,000.00 

17 6/9/2021 HVAC ENGINEERING 
SDN BHD  3,000.00 

18 21/9/2021 周上喆同学 (21290)  500.00 
19 21/9/2021 TAN PING YOU  30.00 
20 21/9/2021 NG YI ZHUN  30.00 

21 22/9/2021
GOLDEN TRIANGLE 
FOOD MANUFACTURER 
SDN BHD

 500.00 

22 27/9/2021 马俊旋学长  6,000.00 
23 27/9/2021 陆家盈同学 (21008）  903.00 
24 27/9/2021 锺辉煌  573.00 
25 27/9/2021 荘玉英  940.00 
26 30/9/2021 第58届锺灵独中毕业生  20,434.00 
27 15/10/2021 拿督斯里谢有吉局绅  10,000.00 
28 15/10/2021 CHEONG YIK HUN  3,500.00 
29 27/10/2021 洪玉瑞  152.00 
30 6/11/2021 庄永豪同学  (19097)  10.00 
31 6/11/2021 陈盈宇同学  (19083)  255.00 
32 19/11/2021 孙翊量同学 (18279)  4,580.00 
33 19/11/2021 杨鑫荣  3,480.00 
34 19/11/2021 黄俊康  3,480.00 
35 19/11/2021 曾玮璊同学 (16378)  3,480.00 
36 19/11/2021 曾芷萱同学 (16221)  3,480.00 
37 18/11/2021 马瑶秦同学  (16139)  500.00 
38 30/11/2021 李俐香  168.00 
39 30/11/2021 廖佩钧  168.00 
40 30/11/2021 徐如玉  19.00 
41 30/11/2021 尤思璇  705.00 
42 30/11/2021 江辉珉  310.00 
43 30/11/2021 幸怡  1,000.00 
44 30/11/2021 樱井优妮  605.00 
45 30/11/2021 无名氏  1,000.00 
46 30/11/2021 陈凯琳  705.00 
47 30/11/2021 庄永豪  1,000.00 
48 30/11/2021 陈福盛  800.00 
49 30/11/2021 陈盈宇  1,000.00 
50 30/11/2021 陈颖钰  800.00 
51 30/11/2021 王翠君  1,000.00 
52 30/11/2021 周博仁  832.00 
53 30/11/2021 林银炎  810.00 
54 30/11/2021 黄赐福  1,000.00 
55 30/11/2021 马平祥  52.00 
56 30/11/2021 洪伟奇  168.00 
57 30/11/2021 陈素萍  1,000.00 
58 30/11/2021 吴梓豪  468.00 
59 30/11/2021 郑亦倩  1,000.00 
60 30/11/2021 林雍庭  1,000.00 
61 30/11/2021 刘家财  700.00 
62 30/11/2021 莊玉英  1,000.00 
63 30/11/2021 李明怿  800.00 
64 30/11/2021 何婕美  1,000.00 
65 30/11/2021 施艳玲  1,000.00 
66 30/11/2021 黄宇恩  584.00 
67 30/11/2021 施艳玲  1,000.00 
68 30/11/2021 徐如玉  52.00 
69 30/11/2021 谢美清  1,000.00 
70 30/11/2021 李秀铃  634.00 
71 30/11/2021 何殷  1,000.00 
72 30/11/2021 王紫薇  520.00 
73 30/11/2021 郑伊娜  800.00 
74 30/11/2021 李成进 	800.00	
75 30/11/2021 谢美清 	800.00	

No. 日期 捐献者 RM
76 30/11/2021 林银炎  168.00 
77 30/11/2021 黄家  168.00 
78 30/11/2021 曾孝恩  168.00 
79 30/11/2021 沈慧骐  800.00 
80 30/11/2021 黄加璇  584.00 
81 30/11/2021 林紫媃  552.00 
82 30/11/2021 骆俞桦  1,000.00 
83 30/11/2021 孙连发  800.00 
84 30/11/2021 Belinda Beh Yao Kim  1,000.00 
85 30/11/2021 何志坚合家  1,000.00 
86 30/11/2021 庄咏琪  584.00 
87 30/11/2021 吴彬彬  684.00 
88 30/11/2021 丘欣婕  684.00 
89 30/11/2021 吴慧敏  634.00 
90 30/11/2021 陈衡晖  1,000.00 
91 30/11/2021 周纬航  318.00 
92 30/11/2021 徐如玉  52.00 
93 30/11/2021 徐晓虹  458.00 
94 30/11/2021 郑美燕  1,000.00 
95 30/11/2021 施艳玲  500.00 

96 7/12/2021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1963年
毕业同学联谊会  1,400.00 

97 14/12/2021 锺灵中学（新加坡）校友会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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