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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的很快，转眼到
了2018年的中秋。

过去几年新加坡锺灵校友会举办了几项
比较大型的活动，例如校友会成立50周年会庆晚宴，全
球锺灵校友征文比赛，配合母校建校100周年的晚宴等，
深获校友学长们的支持。在此感谢新加坡基础建设统筹
部长许文远学长莅临上述两次的盛宴以及为征文比赛优
胜作品专辑撰写序文。同时感谢热心校友的资助，感谢
校友学长们踊跃出席各项活动。

随着我们国家领导层更新，出现许多年轻部长。希望我
们校友会也有更多的年轻校友加入，有更多的年轻接班
人加入执委团队。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与我一起共事多年
的执委们，他们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齐心协力
一起付出。

为了鼓励校友学长们多接触电子媒体，校友会决定再次
少印这期的纸本会讯，希望大家上网阅读。谨此感谢会
讯主编陈金明学长及他的编辑团队梁晏菀，张荣德，罗
镇威等诸位学长。也感谢陈荣照教授学长从旁协助。

一路来锺灵中学的办学方针，注重多种语言，注重中华
传统文化。希望我们的母语华文华语，得以继续发扬光
大。最后祝大家在中秋佳节，
节日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
一起共度良宵。

请在FACEBOOK
下载电子版



本会名誉会长
蔡崇语 许文远 郑九章 叶加恩 林和合

邱良犮 张奕新 卓健全 骆锦地 黎业清

王玉成 徐白云 骆云山 陈荣照 骆思荣

陸超敏 章清如 黄庆华 陈方鹏

会务顾问
陈启佑 郑奋兴 姚其骝

陈礼富 梁普照 房展允

医药顾问
王修齐 张伯川 林雅龙 雷永伟

赵笔焰 曾德全 郑敏展

校友会信托委员
2018年3月18日会员大会通过推举4位新的校友会产业信托委员如下：

陈方鹏 范文斌 梁晏菀 陈尔青

纪念陈充恩基金信托委员
张奕新 陸超敏 陈荣照 范文娬 陈尔青



鍾靈中學(新加坡)校友會
2017 - 2019 年度理事會執委

會長
范文斌

副會長
李泉美，梁晏菀

秘書 財政 注冊
陳慶順 陳爾青 黃健安

副秘書 副財政 副注冊
陳聞察 楊聰恩 陳煥新

康樂 主編 委員
任永佳 陳金明 唐婉君

副康樂 副主編
吳南財

陳帝邑 張榮德 李鉦旺

羅鎮威

王順生

查賬 李志斌, 孫德南



纪念陈充恩基金简报 张奕新

自2002年起，本会便开始颁发助学金给三校学生。由2005年至2015年本会
把毎年赚取的六千令吉利息作为助学金颁发，在最近二年，即2016及2017，
本会甚至将助学金每年増加到一万二千令吉。到目前为止本基金巳经捐出
了超过十多万令吉。顺便一提本会校友侯格致学长，在2016和2017年共捐
出了一万二千令吉给基金会。在澳洲悉尼定居的黄炎民学长，也在2016和
2017年，前后捐出六千令吉。他们的捐助使基金扩大，这一耒使本会更有
能力颁发助学金给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学弟学妹。

校友会在2017年10月举行的庆祝母校一百周年校庆晚宴中，我们发动第四
次的筹款运动。这一次的筹款运动，承蒙侯格致和郑九章两位学长同意，
每人将各捐出这次筹款所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如果基金加上这次的筹款
能筹足四十万令吉，我们每年将可赚取足够的利息分发给母校品学兼优而
家境贫寒的学弟学妹。

在2016年8月，基金信托委员会，因成员事业太忙，无法兼顾为由，坚辞
处理事务工作，将工作交还给校友会，於是校友会在2017年会员大会中通
过接受工作並増加两名校友会代表，即会长与财政为本会信托委员。

教育是百年树人，千秋大业。这项基金如果能为清寒学子解决一时之困，
完成学业那是一种功德。捐献的校友和亲友们，各位的善举，一定可以得
到无限量的回报的。希望大家抱着助人为乐的宗旨，继续捐献，使基金扩
大，将来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学弟学妹。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鍾靈中学(新加坡)校友会於2000年，发起筹设纪
念陈充恩基金，为发扬爱吾鍾靈的精神和缅怀陈
充恩校长的宏教功业外，也有为赞助母校品学兼
优而家境贫寒的学弟学妹，顺利修完学业的宏願。

从2001年和2002年的两次筹款运动中，承蒙校友
和亲友们的热心和慷慨的捐助，两次的筹款共得
约十万新元並将筹得新币換成马币，存入梹城马
耒亚银行定期存款，由存款所得利息，在母校三
校颁发助学金。当年也成立了纪念陈充恩基金会，
由该会全权处理存款及颁发奨金事宜。

(编者按：侯格致及郑九章两学长各捐新币6,600)



纪念陈充恩基金(马耒西亚)
由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之銀行账目

承2016年1月1日余款 (Balance on 01-JAN-2016) MYR 35,350.60

收入(REVENUE):
献捐 Donation MYR 28,590.00
銀行利息 Bank interest 6,725.84

MYR 35,315.84
MYR 70,666.44

支出(EXPENDITURE):
奨学金 Scholarship MYR 12,000.00
銀行费用 Bank charge 1.59

(MYR 12,001.59)
2016年12月31日结存(Balance on 31-DEC-2016) MYR 58,664.85

定期存款FIXED DEPOSIT ：三条共计 MYR 211,694.06_

由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之銀行账目

承2017年1月1日余款(Balance on 01.01.2017) MYR 58,664.85

收入(REVENUE):
献捐 Donation MYR  9,500.00
銀行利息 Bank interest 6,505.94

MYR 16,005.94
MYR 74,670.79

支出(EXPENDITURE):
奨学金 Scholarship MYR 12,000.00
銀行费用 Bank charge            7.10
定期存款 Fixed Deposit 50,000.00

(MYR 62,007.10)

2017年12月31日结存(Balance on 31-DEC-2017) MYR 12,663.69

定期存款FIXED DEPOSIT：四条共计 MYR 261,694.06_

(陈金明代整理)



2017/2018年纪念陈充恩基金献捐者名录

新币 S$ 15,000 許文远
S$ 6,600 侯格致；郑九章
S$ 5,000 白睿腾
S$ 1,000 許子根; 趙令丰; 鈡临杰

許保华; 符囯喜; 李庆喜
S$ 500 郑光生师母; 张荣德; 張奕新

施錦标; 黄绵芳; 庄建勋
S$ 300 张元仁
S$ 200 雷永泉; 陈庆顺
S$ 150 唐婉君
S$ 100 林光灿; 林朱德; 陈文傑;

林志平; 郭慧娟; 杨仕英;
黎任才; 許延义; 丘才新;
林志仁; 叶毓仪

S$ 50 李绍华
共计 S$ 44,200

马币 MYR 3,000 黃炎民
MYR 1,000 陈润钊
MYR 600 陈金明
MYR 500 洪永松
MYR 300 陈康泰; 铙汀祥; 关德志

共计 MYR 6,000



母校百年校庆“传鈡万里行”

母校百年校庆“传鈡万里行” 接力活动, 先由范文斌 会长
飞往泰国勿洞, 从勿洞校友会接过百年校庆纪会銅钟. 銅鈡
于2016年12月2曰抵达新加坡. 在星停留的三天中銅钟在新
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及新加坡滨海中心鱼尾狮传接
, 也在本会会所展示, 吸引了很多校友及公众的覌尝. 过后
铜鈡也顺利在午餐招待会中交付给砂劳越鍾靈校友会.



为庆祝本会成立 50 周年，同时配合母校 2017 年创立 100 周年庆典，
本会特主办全球锺灵校友以“锺灵与我”为主题的征文比赛。这项比赛
旨在发扬中华文化，鼓励校友们表达对母校的热爱之情以及身为锺灵校
友的自豪感。 此征文比赛公开给全球锺灵校友（母校在籍学生除外）。
比赛具体细则以“锺灵与我”为主题，以 5,000字为限，参赛作品每
人只限一篇。奨金方面为冠军：新币 S$3,000 ，亞军：新币S$2,000
及季军：新币S$1,000 优异奖（6位）：各新币S$500 。所有参赛者均
可获得一份参赛证书.比赛评判团主席为本会名誉会长，新加坡国立大
学中文系原系主任陈荣照教授。

消息公佈后，反应很好。除了本地校友寄耒比赛文稿，我们也收到由马
耒西亚，加拿大，台湾寄耒的参赛文章，一共有三十余篇。

报名截止后，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成绩公布，耒自新加坡的鍾临杰
荣获冠军，亚军为骆思荣，季军为刘南生。优异奨则有老中青六位校友，
即；梁普汉，罗华强，吳中达，王介英，陈慧嘉及庄祖邦获得。
校友会于赛后由陈金明主编，编辑整理得奖作品，收集成册在梹城印刷
出版，一共印了2,700册，2,400册免费送给出席笫49届世界嘉年华会
者及母校三校.

我们要特别感谢郑九章学长慷慨捐出新币九千元，赞助此次比赛的全部
奨金。另外唐婉君学长也慷慨捐出新币一千元作为运作费.我们也对骆
思荣学长热心赞助出版“鍾灵与我” 一书的全部印刷费，马币8,325
令吉，深表感激！

本会主办 全球锺灵校友“锺灵与我”征文比赛



2017年度锺灵中学（新加坡）校友会的助学金，年初起开始接受申请。
本助学金公开给所有锺灵中学毕业，目前就读（全日制）于新加坡各大
专院校的在籍同学们。 凡家境清寒并且需要经济援助者，可以电邮信函
来校友会，信中需写上个人及家庭成员的资料，家庭状况，经济来源，
特别开销。同时需寄来相关文件以便证明（例如：薪水单，医院账单
等），不必填写申请表格。
在 2017 年 2 月 10 日截止后，发电邮来本校友会申请者有多名。经校
友会开会审核后，决定颁给以下5名申请者，每份助学金为新币一千元，
总数为五千。获得助学金校友名单如下：

1. 李明智 (南洋理工大学)
2．刘瀚阳 (南洋理工大学)
3. 吕丽珊 (南洋理工大学)
4. 施宜鋒 (南洋理工大学)
5. 杨景雁 (南洋理工大学)

我会同样在2018年将会颁发助学金给就读于新加坡各大专院校的在籍同
学。每份助学金也是新币一千元.

查目前存於校友会銀行帐户的助学金存款为S$12,000，其中郑九章学长
献捐S$7,000.，另外苏有声家属在已故苏有声学长治丧期间,节约
S$5,000，也捐给校友会助学金基金。我们对郑九章学长及苏有声家属的
慷慨捐助，万分感激並代表全体得到助学金的同学向他们致敬。



锺灵百年校庆 暨 第49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

锺灵百年校庆暨第49届世界锺灵校友嘉年华会联合闭幕晚宴于2017
年6月18日在锺灵国中草场进行。我会名誉会长暨我国交通部长兼
基础设施统筹部长许文远学长也特地回校为晚宴主宾。新加坡的校
友们也踊跃报名参加此次的嘉年华会。

我会主办的全球锺灵校友 “锺灵与我” 征文比赛得奖作品专辑，
也在此次的华会上分发给与会校友们。会长也在嘉年华会期间颁发
“锺灵与我” 征文比赛奖金与奖状给其他居住在马来西亚及加拿
大的优胜者。

《槟城锺灵百年校史》：为纪念百年校庆，母
校董事会委任本会名誉会长陈荣照教授主编,
编委陈闻察, 陈金明及陈是呈合作撰著的百年
校史， 也在嘉年华会上发布並当场销售，订
价每册100令吉。



2017新春联欢宴会
新春晚宴于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正假万兴@文庆大酒家举行，会员
反应热烈，宴开15桌。新一届理事在当天晚宴上宣誓就职。校友会在晚
宴上颁发助学金(各 S$1,000) 给五位鍾靈毕业后在本地就读大学的在
籍学生。校友会也在晚宴上颁发 “鍾靈与我” 征文比赛奖金与奖状给
优胜者。



散发希望”（Hair For Hope）2017 活动

在1990/ 92毕业同学的召集下，多位校友于2017年7月29日以本校友会名义集
体参加儿童癌症基金会主办的 “散发希望” （Hair For Hope）削发筹款活
动，为慈善献一份力量。

保龄球聚会

本会于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下午假 SAFRA Mount Faber 举行校友保龄
球聚会，联络感情。

校友会及新加坡儒学会/ 南洋学会联办学术讲座

本会与新加坡儒学会及南洋学会于2017年10月29日（星期日）下午3时至5时在
本会会所联办学术讲座。讲座主题是 “学教离合与体制建立：新加坡孔教信
仰的发展” 。主讲人是林纬毅博士（中国华侨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及新加坡
儒学会副学术主任）。逾40人踊跃出席聆听, 反应热烈。



2017年是母校成立一百周年，校友会决定为這个大日子在新加坡举办鍾靈百年校庆
联欢晚宴，与新加坡的校友们一起庆祝。庆祝宴会已在2017年10月7日（星期六）
下午七时正假福临门酒家举行。我们也很荣幸徵得许文远学长的同意为当晚的晚宴
主宾。 晚宴的餐费为每位S$60，在籍学生为S$20。

为了解决交通的问题，筹委会也特地安排巴士从欧南园地铁站载送参加者到酒家。
结果不出所料，全酒楼座无虚席，坐满了29席，场面盛大. 晚宴节目有歌有舞，最
吸引大家的是筹委会特从槟城请耒的歌唱名家，母校老师陈玉章先生为耒宾献唱中
外名曲，得到全场热烈的掌声。庆祝晚宴可说举办得非常顺利与成功。

当晚本会马耒西亚陈充恩基金信托人之一张奕新学长也在晚宴上为基金筹款，他呼
吁校友们为増加基金的存款慷慨献捐。结果由许文远学长的帶头下，一共筹得新币
三万余元及马币六千令吉，成绩斐然。

此次晩宴的筹委会委员多由年轻理事出任，主席为任永佳学长，他带领一批年轻理
事如陈帝邑，吴南财，罗鎮威，王顺生及黄健安等学长，为筹划此次晚宴，任劳任
怨，不知付岀了多少辛劳。此次晚宴能成功地举办，这一批年轻的理事，居功不小。

鍾靈百年校庆联欢晚宴



霹雳校友会访问本会

霹雳鍾灵校友会为宣传该会主办第五十届
世界鍾灵校友嘉年华会，由会长率领数理
事于2018年1月6日南下新加坡访问本会.
本会在国泰万兴酒楼设午餐招待。餐后移
师到本会会所，召开有关第五十届世界鍾
灵校友嘉年华会的说明会。席间双方热烈
交流。主办友会呼吁新加坡校友到时踴躍
响应参加。

第五十届世界鍾灵校友嘉年华会

由霹雳鍾灵校友会主办的第五十届世界鍾灵校友嘉年华会於2018年5月27日至29日
在金宝拉曼大学举行. 查霹雳鍾灵校友会是华会第一届主办者，事过五十年再度
主办第五十届华会，其意义甚为重大而且难能可贵。

本会为响应主办友会的号召，特广召理事及新加坡校友参加。通过本会报名者有
近30名. 另外还有数位各别自己报名者。三天的节目有开幕闭幕典礼，有学术演
讲，半日旅游，文艺及歌唱表演，节目精彩。最后授旗典礼，由新成立的纽西兰
锺灵校友会接过2019年的主办权.



母校国中合唱团耒星比赛

母校国中合唱团一行46人於2018年7月1至5曰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此赛並荣获金奨.
本会为尽地主之谊於 7月2曰特在港弯万兴酒楼设宴招待他们，宴开五席，全部餐
费由郑九章学长赞助。席间全体团员更为本会会长及理事高歌一曲，吸引了在场
食客的热烈欢呼。师生在回程前特由吳南财理事转达谢意。

《星期二特写 - 情牵新马》编辑采访本会

新传媒中文时事组节目《星期二特写》今年初制作的《情牵新马》系列节目，刚
在不久前在8频道播出，其中介绍的马国城市包括峇株巴辖，居銮，麻坡等，讲述
一些当地人与新加坡人 ”结缘“ 的故事，介绍当地的景色和趣味的地方，播出
后反应热烈，不但在本地受欢迎，也吸引不少外地观众在网上收看，引起他们的
讨论。
近日该节目的资料搜集员，正在筹备拍新系列的《情牵新马2》，其中介绍的马国
城市将包括槟城。在介绍槟城节目中，他们希望找些槟城与新加坡两地人民 “结
下情缘”的有趣或启发人心的故事。 例如：曾来新加坡求学或做工的槟城人，
后来又回去槟城生活或做生意； 又或者新加坡人去槟城做工或做生意，或行善，
或在当地成家立业等；甚至如果有新加坡人到鍾靈中学读书或教书的，都是他们
考虑范围之内。他们想知道這些人穿梭两地的经历，对两地的感情，背后的一些
故事。
新系列将在今年开拍，下半年播映。他们知道鍾靈中学在槟城是历史悠久又有名
的中学，所以希望能通过校友会，帮他们找到一些适合的人选或故事，在节目上
分享。
经双方洽商后在2018年 5月 20 曰, 制作隊员特地到校友会耒访问与拍攝录影.
当天接受访问的有本会名誉会长骆云山，骆锦地，王玉成，陈荣照，会长范文斌
及二十多位在新加坡求学的大专校友。
为表示欢迎他们的到访，本会也准备了一些梹城的特色小吃，招待所有到会者。



榴槤忘返柔佛逍遥游
本会於2018年7月14日（星期六）组团到新山一日游。 行程包括 观赏新
村壁画，参观客家手工菜饺制作，享用福州特色简单午餐，参观土产店，
享用榴莲任你吃个饱，参观银蜂农场及享用中式晚餐。一共有三十八名
校友及家眷报名参加，大家一起同游，尽兴而帰。

讯息预告
1. 中秋佳节联欢晚宴
校友会将定于2018年9月23日（星期日）下午晚上七时主办中秋佳节联欢晚宴，
地点在港湾万兴酒家。
校友会已发出通告，希望各位校友们携带家眷及亲友踊跃参加此联欢宴会，大
家共聚一堂，欢庆中秋佳节。晚宴的餐费为每位S$50，在籍学生为S$20。凡参加
晚宴的人士将获得赠品（Door Gift），赠品为新加坡锺灵校友会的衬衫（T
Shirt）一件。请在报名时，注明衬衫的尺寸（S, M, L或XL）。如果没有事先通
知，校友学长只可以领取校友会所剩尺寸的衬衫。希望校友在15.08.2018截止日
期前踊跃报名参加。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向下列负责人询问。
- 梁晏菀 91811388 sean.dreamhomeasia@gmail.com
- 任永佳 9669 7433 ken.jern@gmail.com

2.纽西兰第五十一届嘉年华会
2019年第五十一届嘉年华会已订於3月15至16曰在纽西兰奥克兰举行. 纽西兰锺
灵校友会希望校友通过网上报名，网站名为: www.nz.chungling.org .人数只
限450名，预先报名的首150名折扣10%，即RM1170，其余300名收原价RM1300。有
意报名者请将报名费存入以下銀行户头：
Public Bank Bhd.6862-6864 Jalan Ajam，13000 Butterworth
Account No. 3209720309， Swiftcode： PBBEMYK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