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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基金會

“為生命作戰，
行動拯救未來”
抗疫送暖行動

2020年10月15日

星洲日报基金会为双溪毛糯医院送来1500件防护衣及1680件隔离衣。

萬眾一心抗肺炎，以愛傳遞處處情

“星洲人”拓展媒體趨勢
延續媒體使命

洲日报基金会与星洲日报发起，并与马来西亚佛光山、国际佛光会马来西

星亚协会及慈惠堂联手展开的“为生命作战，行动拯救未来”抗疫送暖行
星洲日报基金会捐504隔离衣及1千个护面
罩支援柔佛州麻坡医院。

星洲日报基金会移交200件医院工作服及
1000件隔离衣给砂中央医院。

动，已在东西马各地进行了115次捐赠防护装备给医护人员的活动，同时向全国83家
医院、诊所、洗肾中心和公家单位，捐助了总值约400万令吉的防护用品。
在疫情高峰期间，因应一些前线医护人员的紧急求援，星洲日报基金会多次向好
几家治疗冠状病毒病重点医院，特别是吉隆坡中央医院、国大医院、马大医药中心、
居銮医院、新山医院、亚庇伊丽莎白女皇医院和古晋中央医院捐献防护用品。
这些防护用品包括防护衣、隔离衣、工作服、医用口罩、N95口罩、护目镜、
手套和鞋套等，在前线医护人员极度缺乏防护用品的时候，送到了他们手中，让前线
英雄在救人的同时，也能保护自己。
除了上述防护用品，星洲日报基金会也捐了30套瑞典制造的总值约60万令吉的
电力滤净式呼吸防护具（PAPR）给沙巴州的6家医院，以及一台价值24万令吉的麻
醉机和配件给诗巫医院。
迄今，星洲日报、星洲日报基金会、佛光山已经联手推展了3波的抗疫送暖行
动。第一波行动是为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筹措防护装备，第二波是提供援助金和
口罩给经济拮据的福利机构、第三波是“抗疫捐粮济助福利中心”行动。第二和第三
波行动是援助高风险的弱势群体，让他们能温饱，保持健康，防抗疫情。

沙巴卫生局总监拿督克里斯丁娜(右四)代表接领由星洲日报及沙巴医药协会联合筹募的
医疗防护品。星洲日报基金会也筹集30套动力滤净式呼吸防护具（PAPR）以支援6间沙
巴医院的前线医护人员。

星洲日报基金会联合佛光山和慈惠堂赠送
医疗物资给马六甲柏灵玉诊所前线人员。
星洲日报基金会与合作单位佛光山和慈惠堂共同移交医疗物资
(PPE)给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医院代表。

“星洲人策略伙伴”让企业接触多方
位受众。星洲日报槟吉玻高级区经理
潘友平代表欢迎桥格集团的加入。
晨信-星洲人推出
不同目标受众的
内容与平台。

星洲人每周优惠。

会员网-提供给商
家和会员的平台。

洲日报》走在整个传统

《星媒体转型发展趋势的最

前端，设立“星洲人会员专社”，一个
统一的跨平台会员体系，让会员、星洲
和商家互动、互惠及互利。全球媒体
发展趋势，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和导
向，“星洲人”正好与这趋势契合，务
求更贴近受众，延续媒体的使命。
“星洲人会员专社”是以三个核
心价值为重点，分别是：“内容”、
“互动”及“优惠”。这三个核心价值
是星洲日报将原有最强大的媒体企业价
值，革新开拓为线下线上并存，带来新
的体验和价值，为“星洲人”、商业伙
伴及社群继续提供更增值的服务。
去年9月1日推出星洲会员制
星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指出，适
逢星洲日报庆祝创刊90周年，为了回
馈忠实的读者及更好的服务报社的商业

伙伴，星洲日报掌握时机在去年9月1
日正式推出星洲会员制。
“创刊到现在，星洲日报读者已
经是一代传一代，早已形成一个社区，
这些忠实的读者成为‘星洲人’。”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大家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如果不抓紧机
遇，或者错失了搭上这趟顺风车，恐怕
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首家采会员制新闻媒体
“星洲日报相信是我国第一家采
会员制的新闻媒体。截至2020年7
月，已有20万名会员，当中超过200
名星洲人已赢获各种大大小小的奖赏优
惠，也有数千人参与了全国各地的星洲
人活动。
“星洲人”今后会有更多的互
动、特定的活动，开放给会员优先参
加，像是医药讲座及文学讲座，让星洲

人感觉身处在一个大家庭。”
他表示，只要是星洲会员，都可
以优先报名星洲主办或协办的活动，并
且每年会准备超过100种优惠和赠品回
馈会员。
“我们也会安排交流活动，让总
编辑与读者近距离接触，针对一些课题
进行交流，谈我国的政治局势及媒体的
发展。”
星洲日报各平台有数百万受众，
概括不同年龄层和背景的会员，为了照
顾不同的喜好和需求，接下来更有涵盖
政经文教，医疗保健，科技潮流和娱乐
饮食的活动。
另外，星洲人也得到许多商家大
力支持，踊跃加入商家伙伴的行列，目
前已有超过400家商家伙伴提供各类优
惠。

星洲日报基金会捐献一台价值24万令吉的
麻醉机给诗巫医院，以协助医院对抗疫情。
星洲人在各项活
动领奖-目前已
有数百人赢取奖
项或优惠。

星洲日报、星洲日报基金会以及马来西亚佛光山佛光会三机构，为全马100家经济拮据的福利机构送上温暖。载满物资的货卡车队，
从仁嘉隆佛光山东禅寺出发，为雪隆区的受惠福利中心送上物资，共同为抗疫作出努力。

郭清江及星洲日报总经理（直接营收）杨奕顺一起
为星洲日报与苹果旅游联办的有奖竞赛活动主持推
介礼。
Publisher : Sin Chew Media Corporation Bhd. 星洲媒體 ( 98702-V ), Tel: 03-7965 8888, Fax: 7965 8425, 78, Jalan Universiti, Seksyen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Printer: Stanfine Printing (M) Sdn. Bhd. Tel: 03-8948 6969, Fax: 03-8942 5969, No26, Jalan PBS 14/3, Kawasan Perindustrian Bukit Serdang,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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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爱自己——校园醒觉运动”正式推
介，各界热心人士受促给予大力支持。前排左
一起为赵健诚、颜在强、郭清江、陈大锦、许
春、王超群、何润兴、关明思及陈金泉。

檳城廟會喜慶越夜越精彩

“戴口罩、愛自己”校園醒覺運動

5

首波3企業捐贈18萬片口罩
星洲日报主办、董总、教总及全

由国校长职工会协办的“戴口罩、
爱自己-校园醒觉运动”正式启动，并率先
获得3家企业给予坚定的支持及回响，共同
呼吁社会大众一同推动防疫醒觉。
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星洲日报首
席执行员许春指出，全国学校从7月15日
陆续复课，学校是小孩群聚的场所，为了
学生的健康与安全，当局也规定学生必须
戴口罩或面罩上课。 他认为，孩子的醒觉

教育必须按部就班进行，因此，本报决定
在学校推动“戴口罩、爱自己-校园醒觉运
动”，以培养学生们提高对防疫的意识和
醒觉，进而共建一个更健康的社区环境。
参与这项醒觉运动的3家企业，
Pecca集团和Rentas Health捐献10万片
口罩、特丽美国际美容减肥学院有限公司
捐赠第一批5万片口罩、以及Tiger星洲华
教义演单位捐献3万片口罩。主办单位将这
些口罩移交给捐赠单位认同的学校。

東馬星洲教育展古晉站掀開序幕
50單位參與反應踴躍
2020

在砂教育、科学及工艺研究部长麦哥玛因（中）见证下，
古晋双威学院首席执行员林日策（左二）移交5万令吉的
丹斯里谢富年入学奖学金给星洲日报东马区总经理钟汉城
（左）；右起为南砂区高级经理杨青及世华媒体集团执行
董事张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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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饮双赢、鼠年兴旺！第15届槟

双城迎春庙会于1月11日举行，万
人共襄盛举，双双喜喜迎接2020鼠年。
今年的节目依然精彩绝伦，美食更
包罗万象、场景亮丽动人，现场更少不了
“金鼠”这个十二生肖之一的角色，处处
可见它的踪影，包括数十只宠物鼠、米奇
老鼠、杰瑞，还有童玩馆策划的10款“老
鼠”游戏，让一家大小开心度过欢乐的夜
晚。
庙会是由马来西亚皇帽Carlsberg集
团盛情赞助，《光明日报》、《星洲日

报》和北海斗母宫携手联办。庙会今年同
样在北海斗母宫举行，获甲抛峇底华人体
育会协办。
节目在晚上7时拉开帷幕，88头瑞狮
齐集出场，与新山洪扬高跷队陪同嘉宾游
庙一圈，场面壮观。新山洪扬高跷特技队
也远道而来参演，装扮成二师兄猪八戒、
大师兄孙悟空、铁扇公主等向大家拜年，
洋溢浓浓的新春喜庆气息。
最后压轴登场的福建天王小黑，也一
口气唱了6首歌曲，由GS和北海电音三太
子团伴舞，为庙会画下完美的句号。

璀璨廟會花燈海

图1：嘉宾在“双饮双赢，鼠年兴旺”第15届新春庙
会推介礼上，祝贺大家鼠年兴旺。左四起是林志杰、
柯诺琳、陈森宦、许远达、葛利尼、沙迪斯、赖明
珠、黄康元、本报总经理谢进铧及林荣华。
图2：新年市集挤满人潮，好热闹。
图3：由光明日报、星洲日报和北海斗母宫携手联办
的《双饮双赢、鼠年兴旺》第15届槟城迎春庙会万人
空巷，大家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提早感受热闹的
新春气氛。
图4：“鼠”影踪踪，民众抢着和它们拍照。
图5：新山洪扬高跷特技队特远道而来参加演出。
图6：花果山的猴子猴孙也在庙会上大展身手，让台
下观众直呼过瘾。
图7：88头瑞狮与新山洪扬高跷特技队和嘉宾向民众
拜早年的气势磅礴盛大场面。

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和怡保斗母

由宫联办、白世音研究与发展机构

赞助的2020年“金鼠报喜迎新福”庙会连
续举办八年，今年特别注入新元素，举办
全民合力制作的创意花灯比赛，令色彩缤
B
纷的花灯为庙会夜晚更为明亮。
创意花灯比赛获得霹雳州非伊斯兰事
务局主催，并吸引逾400位民众踊跃参与，
他们浑身解数地发挥创意用心制作花灯，
全民合力打造一片壮观的花灯海。66名参
与的民众凭着优秀的作品脱颖而出，赢得
A
C
奖金和奖状。
图A：创意花灯比赛得奖者在花灯海下拍照留念，一起欣赏灯火璀璨的壮丽景象。颁奖的有星洲日报
花灯海也成功为庙会打造一个全新的
霹雳州业务经理冯溍敏、受众与成长管理副经理廖天雄、怡保斗母宫董事卢永邦、中文书梁志伟。
打卡地点，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图B：全民合力打造的花灯海，在庙会上空形成一幅美丽的夜景画。
让庙会增添更多闹哄哄的气氛。
图C：不少民众慕名前来花灯下打卡，拍照录下美好回忆。

連續8年成怡保打卡點

曾翎龙、陈仲伟、王国刚、黄宝莉
叶欣媚、李斯燕、邱国荣、周翠玲
郑德发、陈恕英、魏琴慧

工委会

陆耀荣
万绮雯
曾慧玢

编辑

陆耀荣

稿件收集

陈金泉

汇编

张裘昌、黄康元、许春
郭清江、拿督卜佛海

监督

顾问

开幕礼上，古晋双威学院首
席执行员林日策也移交5万令吉
的丹斯里谢富年入学奖学金给砂
拉越星洲日报，由钟汉城代为接
收。
教育展巡回东马各城市
此次教育展从3月13日开始
举行，首站在古晋，接着是14日
在诗巫、15日在民都鲁、16日
在美里、21日在沙巴亚庇及22
日在山打根展开。
不过，基于爆发冠病疫情，
亚庇和山打根2场活动被迫临时
取消。同时，由于活动是在318
行动管制令落实之前进行，星洲
日报在现场提供免洗消毒搓手液
以及为出席者测量体温等，出席
者亦需填写健康申明表，以加强
对冠病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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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在美里站，大学职员向家长和学生讲解科系等相关资讯。

年东马星洲
教育展于今
年3月13日，在古晋铂尔曼酒店
掀开序幕，砂拉越教育、科学及
工艺研究部长拿督斯里麦哥玛因
亲临为活动主持开幕。
国内外约50所大专学府及
教育机构参与教育展，包括大
马、英国、澳洲、爱尔兰、中
国、新加坡及西班牙等。学生、
家长、教师踊跃参与，向大专学
府及教育机构代表了解升学资
讯。多所著名大专学府代表也提
供升学讲座。
世华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张
聪、星洲日报东马区总经理钟汉
城、东马区副执行编辑何俐萍、
砂区高级采访主任陈玉顺、南砂
区高级经理杨青及南砂区业务促
进主任黄立达也出席开幕礼。

6

陆耀荣、李斯燕、万绮雯
洪爱玲、梁秀芳、林美蓉
曾慧玢、戴丽冰

快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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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出以下各国国花，
把正确答案填入表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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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137名得主誕生

学习榜样

“第七屆星洲企業楷模獎”頒獎典禮

1

2
3

4

“2019年第七届星洲企业楷模奖”颁奖典礼在一片欢腾声中圆满落幕！

2019

5

6

7

8
10
9

奖品：
首奖：
二奖：
三奖：
安慰奖：

RM80大众书局书券
RM60大众书局书券
RM50大众书局书券
RM20大众书局书券（3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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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表格
请在空格内写下

游戏规则：
1. 只限星洲媒体集团旗下职员参加；每人只限呈交一份
参加表格，超过一份者将被取消资格。
2. 填写欠完整，字迹潦草及逾期的参加表格作废；复印
表格亦可接受。
3. 使用不规范简体字当错字处理。
4. 主办单位只接受填写在格子上的答案。
5. 收件截止日期：31-12-2020。揭晓日期另行公布。
6. 答案及得奖名单，将会张贴在总社餐厅布告栏以及传
送到各区经理电邮。
7. 主办单位有权增删规则及作出最后决定，一切上诉恕
不受理。
8. 参加表格填妥后，请放入信封，寄或交至《星洲日
报》总社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部万绮雯收。

答案：国家及国花名。

姓名：

部门／办事处：
电话分线：
电邮：

1： 国家〉

6： 国家〉

国花〉

国花〉

2： 国家〉

7： 国家〉

国花〉

国花〉

3： 国家〉

8： 国家〉

国花〉

国花〉

4： 国家〉

9： 国家〉

国花〉

国花〉

5： 国家〉

10： 国家〉

国花〉

国花〉

年第七届 “星洲企
业楷模奖” 颁奖典
礼于2019年11月1日在实达城会展中心
举行，“终身楷模成就奖”得主丹斯里
林宽城（高产柅品（马）有限公司董事
经理兼首席执行员）和“卓越楷模年度
人物奖”得主林金兴（新兴电器董事经
理）在时任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刘伟强
政治秘书马丁托米的见证下接过殊荣。
本届“星洲企业楷模奖”共有12
个奖项，其他10个奖项是企业持续发展
奖、国际企业卓越奖、零售业卓越奖、
产品卓越奖、服务业卓越奖、制造业卓
越奖、数码与科技企业卓越奖、企业社
会责任卓越奖、产业卓越奖以及企业新
秀奖，见证了137名得主的诞生。
本届“星洲企业楷模奖”是由星
洲日报及星洲网联办，合作伙伴包括
Fine Paper Takeo有限公司、Skynet
Worldwide及实达城会展中心（Setia
City Convention Centre），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则是此奖
项的独立稽查师。
活动支持伙伴有马来西亚中华
大会堂总会（华总）、马来西亚中
华总商会（中总）、马来西亚连锁
协会（MRCA）、马来西亚零售商
协会（MRA）、马来西亚创业促进
会（PUMM）、马来西亚品牌协会

（BAM）、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公会
（SME）、大马电脑及多媒体工业协
会（PIKOM）、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
（MCCC）、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
合会（PUCM）、东盟连锁加盟联邦
（ARFF）和马来西亚企业监管机构
（MICG）。
出席嘉宾包括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
总会长兼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丹
斯里戴良业、海鸥集团创办人兼执行主
席陈凯希、2018年星洲企业楷模奖“终
生楷模成就奖”得主全利资源有限公司
执行主席谢松坤博士、华总副总秘书杨
有为、大马中小型企业公会总会长拿
督江华强、中总总秘书拿督陈镇明、中
总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主任孔
令龙、马来西亚品牌协会会长拿督张启
扬。
大马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总会长拿
督李中平、马来西亚创业促进会总会长
陈礼祥、副总会长马俊豪、顾问和辅导
会长拿督雷智雄、蔡松盛酒行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员拿督蔡国之、燕王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俊祥、实达城会展
中心主管张国平、Skynet Worldwide
（马）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黄卿贤、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陈子明、
Fine Paper Takeo（马）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员锺贵铨、U Mobile企业品牌和

2019星洲企业楷模奖评审们在完成评审工作后与本报高层代表合照。

邱天雄和星洲日报总经理（项目）兼星
洲企业楷模奖工委主席谢念芳（左三和
四）颁赠纪念品予出席嘉宾后合影。

通讯高级经理曾晓燕、E&O市场与销售
高级经理黄伟豪、大马电脑及多媒体工
业协会荣誉主席陈棋雄、马来西亚零售
商协会署理会长刘文英、东盟连锁加盟
联邦总会长拿督杨亚良及马中总商会副
秘书长陈云枫等赞助商和合作伙伴代表
也是受邀嘉宾。
在场的世华媒体集团及星洲日报高
层包括世华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
裁张裘昌、世华媒体集团独立非执行董
事邱甲坤、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集
团首席执行员黄康元、星洲媒体集团执
行董事兼星洲日报首席执行员许春、星
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星洲媒体集团营
运总监（资讯科技与项目）邱天雄及星
洲企业楷模奖工委会主席谢念芳。

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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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建築工業發展局（CIDB）
建築報道傳媒攝影獎
建筑报道传媒摄影奖
亚军：陆家明（星洲日报）

2019年神山新聞獎
时任工程部长巴鲁比安（左二）颁发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
（CIDB）建筑报道传媒奖给陆家明（右二）。

沙巴星洲日报在2019年神山新闻奖颁奖典礼上大唱丰收。左起
为记者刘恭旺、陈玉思、采访主任黄燕萍、沙巴主编李少荣、
助编林欣怡、新闻编辑何静修及记者张健锋。

砂拉越《星洲日报》采访团队再创辉煌，在“2019年第31届肯
雅兰新闻奖”夺下6金4银6铜，包括重点奖项“首长奖”，以
及在3项新闻写作组别（特稿奖、新闻报道奖和体育报道奖）
横扫金银铜奖。

特写奖
金奖：王丽萍（星洲日报）
优胜奖：陈玉思（星洲日
报）

商业及经济报道奖
金奖：王丽萍（星洲日报）
优胜奖：刘恭旺（星洲日
报）

新闻报道奖
金奖：星洲日报采访团队

环境新闻报道奖
金奖：王丽萍（星洲日报）

怡保《送愛回家》活動
遊子為雙親送愛的禮包

特稿报导奖 			
金奖：黄金云、詹予君（星洲日报）
银奖：黄莉清、林淑蓉（星洲日报）
铜奖：何俐萍（星洲日报）		
			
新闻报导组 				
金奖：谢伟欣（星洲日报）		
银奖：傅盛发（星洲日报）

铜奖：吕惠蒂、杨万勇（星洲日报）
				
体育报导组				
金奖：陈家如（星洲日报）
银奖：杨万勇（星洲日报）
铜奖：许向伟（星洲日报）		
			
国油社区福利与乡区发展新闻奖
金奖：杨万勇、詹亨敏（星洲日报）
铜奖：谢伟欣（星洲日报）		

数码经济新闻奖				
金奖：李佩芝、蔡侑蓉（星洲
日报）
		
蚬壳商业及经济新闻奖
银奖：钱甄玲（星洲日报）		
铜奖：何俐萍（星洲日报）		
			
砂能源永续能力新闻奖			
铜奖：杨万勇（星洲日报）

①

受到行动管制令的影
响，星洲日报霹雳州
品牌传播部趁着双亲节特意策划
《送爱回家》爱的礼包活动，让
在外头打拼的游子们将他们对双
亲的思念送达，让爱能够继续传
递下去。
本报也通过该活动化身成
为“送爱使者”，跟随送爱团队
把装满游子对父母的思念以礼包
方式逐一送到府上，所有收礼者
脸上都挂着喜悦的表情，充分地
感受到来自儿女的爱，而无法返
乡的游子们也十分感谢本报提供
的平台，让他们能够将爱传递给
父母，让他们度过有意义的双亲
节。
《送爱回家》爱的礼包活动
是由星洲日报联合The Best Gift
Delivery、Busy Bee、邵师傅国
际烘培艺术学院、Theme Good
天谷及国建专业摄影冲印有限公
司，合力为游子贴心地把丰富的
双亲节礼物送到家门。

因

图说：
⒈全家人合照，一起分享这一份喜悦。

⒉送爱团队在送礼前做最后准备，确保把爱的礼包送到收礼者府上。
⒊收礼者开心地与送爱团队拍照留念，记录这一刻。

②

③

第32期“各國景點猜一猜”有獎遊戲
安慰奖：RM20大众书局礼券 X 33份

2019年第31屆肯雅蘭新聞獎
砂首長獎（中文組）：谢伟欣（星洲日報）

情在人间

部分得奖同事与本报管理层合照留念，前排左起陈金泉、许春、
马金朱和陆耀荣。

首奖：吴葳珊（受众成长与管理部）——RM80大众书局礼券
次奖：叶秀容（广告制作组）——RM60大众书局礼券
三奖：许美莺（财务部）——RM50大众书局礼券

马金朱（广告制作组）
林玉美（广告制作组）
胡蝶菁（广告制作组）
谢宝钻（广告制作组）
谢宜伶（广告制作组）
黄佩钫（广告制作组）
梁桂美（夜班广告部）
章志聪（商业美术组）
陈逸爱（项目组）
颜慧丽（编辑部）
黄永秋（受众成长与管理部）
陈瑞凤（资讯科技部）
赖玉娟（董事办公室）
张佩仪（财务部）
陈盈遐（财务部）
罗钰平（财务部）
黄碧霞（财务部）

陈佰利（财务部）
谢家民（财务部）
林绿庭（财务部）
黄秀萍（财务部）
许珠圆（财务部）
徐碧雯（财务部）
梁慧敏（财务部）
张秋华（财务部）
林春建（行政部）
傅筣雁（槟城办事处）
黄小微（槟城办事处）
邱武才（槟城办事处）
陈慧夷（民都鲁办事处）
张园妹（民都鲁办事处）
郑美希（民都鲁办事处）
美珠（民都鲁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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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17屆星洲日報教育基金

5

星洲2019年百萬雄將誕生

学习榜样

獲37所大專院校參與

时任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前排左八）主持2020年第17届星洲日报教育基金推展礼后，与大专院校代表、本报高层合影。前
排左一起是李馥彦、谢念芳、曾晓萍、林汶珊、黄孝居、李官仁、黄晓虹；前排右一起为蔡善芬、锺志强、张秀丽、曾俊萍、陈金泉、
孔令龙、许春。

17届“星洲日报教育基金”总共获得37所大专院

第校的参与，提供529份总值超过2262万令吉的全
免文凭和学士课程，比去年超出135万令吉，再次创新高。
本届星洲日报教育基金的申请从2月3日启动，3月18
日截止申请，参与大专院校提供的文凭、学士或硕士课程名
额，包含理工、人文、科技、管理、工商、医护、产业经纪
等科系，广泛的涵盖面已照顾到各学子选择需求。

第5屆星洲日報
讀者助學計劃

今年每人的申请名额提高到两个，也就是说申请者在网
上输入资料时，可以填写两所属意的大专作为选项。自创立
以来，各参与大专院校为“星洲日报教育基金”所承诺过的
全免课程总累积金额已达到1亿9280万令吉。
基于行动管制令因素，原订于四月进行的首轮遴选和五
月完成的次轮遴选，皆相应的调整至八月始能圆满结束。从
中大专院校也作出应变措施，改以云端会议方式来为晋级者
进行面试。

36清寒學生受惠
“2019年第5届星洲日报读
者助学计划”录取的受惠学
生共有36名，每一名学生将可获得最
高不超过6万令吉的助学金资助，助
学金总额达200万令吉。
此计划自2015年推展以来，在过
去4年已经资助326名学生，所承诺
拨出的助学金总额超过1262万令吉，
当中已有93名顺利完成高等教育。而
本届录取受惠学生共有36名，因此这
项计划的资助学生人数也累积至362
名。
本届颁奖礼的主宾为华总会长丹
斯里吴添泉。
负责单位每年会从落选“星洲日
报教育基金”的申请者当中进行另一
轮遴选，从中筛选出符合资格者，再
由星洲日报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部同
事和全国各地办事处的同事分批进行
家访，以实地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与
状况。之后经由遴选委员会成员仔细
审查及把关，录取名单才能出炉。整
个遴选过程耗时将近半年。

获

出席“第5届星洲日报读者助学计划”颁奖典礼的贵宾与受惠者合照。前排左三起为张秀
丽、孔令龙、许春、吴添泉、卜佛海、陈金泉和陆耀荣。

排名第一至第十的百万雄将和高层合影。（前排左起）黎金凤，陈金泉，罗翠薇，曾晓萍，拿督卜
佛海，郭清江，许春，张裘昌， 黄康元，杨奕顺，陈丽珍，文兆恒，郭富广，李美玲。（第二排左
起）叶碧君，侯丽春, 吴彦平, 陈俐蔚, 黄润平, 林丽芹,陈素慎, 戴宝和,甘惠妏, 王签富, 韩国定。

洲日报雪隆广告部于2月6日晚颁发“百万雄将”销售奖予2019年达到百万业绩的广告

星营业专员。在星洲领导层的领导之下，星洲日报的广告业绩一年比一年标青， 以致能
达到百万业绩的同事多达22位，印证了星洲日报是众多商家信赖的中文报之一，确是可喜可贺。
今年度的百万雄将之首由黄润平蝉联，亚军是陈俐蔚，而季军则是由陈素慎夺得。
百万雄将排名依序如下：
冠军：黄润平
亚军：陈俐蔚
季军：陈素慎
第四：吴彦平
第五：甘惠妏
第六：侯丽春
第七：林丽芹
第八：王签富
第九：戴宝和
第十：韩国定
第十一：李瑞珍
第十二：陈安琪
第十三：林倚如
第十四：梁景兰
第十五：姚德维
第十六：温淑桦
第十七：杨明樽
第十八：邓碧君
第十九：杨瑷真
第二十：辜雅健
第二十一：叶碧君
第二十二：杨钟城

排名第十一至第廿二的百万雄将和高层合影。（前排左起）黎金凤，陈金泉，罗翠薇，曾晓萍，拿督
卜佛海，郭清江，许春，张裘昌， 黄康元，杨奕顺，陈丽珍，文兆恒，郭富广，李美玲。（第二排左
起）杨明樽, 邓碧君, 杨瑷真, 梁景兰, 陈安琪 , 叶碧君, 温淑桦，林倚如，辜雅健, 姚德维, 李瑞珍。

这项颁奖礼是配合广告部2020年迎春年宴而举办，出席者有广告部的领导层，以及世华媒体执行
董事兼行政总裁张裘昌、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集团首席执行员黄康元、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
星洲日报首席执行员许春及星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星洲日报编务总监拿督卜佛海和各部门总经理。

職員陞遷／調任

1

2

图1至5：通过企
业公关及业务促
进部和全国各地
办事处同事的登
门家访，可以实
地了解学生的家
庭背景与状况。

4

3

5

麦觉丰
01.08.2020

林安和
01.08.2020

总经理
（南马区）

业务经理
（马六甲）

邱水莲

张淑仪
01.01.2020

吴詠琪
01.01.2020

李彩婷
01.01.2020

01.01.2020
副编辑主任

副编辑主任

副财务经理

森美兰州
副采访主任

6

综合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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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期間各平台數據創新高！
星洲“上線”擁抱新常態
如其来的冠病疫情让全球措手不

突及，社会也因为疫情造就了包括
保持人身距离的新常态，而在线上举办活
动成为了当今甚至是未来的新趋势。
星洲日报顺应新常态，于6月13和14
日首次领先主办线上“星洲教e展”，获
得26所国内外高等教育学府盛情参与，为
SPM及统考生提供实用资讯，如科系简
介、升学贴士、奖学金申请等，各大院校
的升学顾问也提供一对一即时咨询服务，
在线解答对院校和科系的所有疑问，再加
上透过星洲日报官方脸书直播，主题不一
的线上教育讲座，全方位协助莘莘学子在
疫情期间找到心仪的大学和学院以及合适
的科系。
为期两天的星洲教e展吸引了超过
4000人注册，其网站页面浏览量次数达
13万5124，而独立访客量更累计6万2760
人。处于艰难的疫情期，首次主办线上教
育展就取得亮眼的成绩，带来莫大的鼓
舞，也为接下来陆续登场的各类线上活动
注入一剂强心针。
星洲各平台数据大幅飙涨
冠状病毒病促使我国从2020年3月18
日开始实施行动管制令，被禁足留在家中
的人们除了抗疫，每天也非常积极点击阅
读网络新闻关注疫情进展，造就了网络流
量节节攀升。从3月开始至4月6日为止，
星洲网、星洲日报脸书专页、Instagram、星洲网APP以及百
格的浏览和点击量都大幅度提高。
星洲网浏览量暴增53.49%达149,962,131次；独立访客量
增加30.79%累计至10,332,528。星洲脸书专页帖子互动人数
增加40%，达114,754,253人次；专页点赞新增3%，粉丝人数
达到1,745,132人。相较于国内其他中文媒体的脸书专页，星洲
（％）
150
120

21,395,115

10,332,528

300,258

+75%

年星洲日报台湾
高等教育奖学金
录取名单公布，共有12名学生获得学杂
费奖学金，分别前往台湾真理大学、崑
山科技大学及环球科技大学深造。
这项获得马来西亚台湾教育文化协
会作为协调单位的奖学金专案，是于今

12受惠學生赴台深造
年1月开放申请；申请者经过上述大专
审核后，将分别获得第一学年或第一学
期奖学金，第二学年或第二学期起则依
据各校颁发的奖学金办法为定。
这项奖学金自今年1月公告后获得

众多家长及学生询问，可惜适逢今年初
遇上冠病全球性的蔓延，部分家长忧心
孩子独自国外生活，而选择让孩子在疫
情较稳定后再重新提出申请赴台深造。

第二屆星洲日報台灣教育基金
17名學生圓海外升學夢
17

名学生获参与第二届星洲日报台湾教育基金的大专院校提供学
杂费全免的奖学金，一圆到台湾升学的梦想。
参与本届教育基金的台湾大学与上届一样共有9所，即中华大学、中
国科技大学、环球科技大学、昆山科技大学、文藻外语大学、佛光大学、
中州科技大学、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和真理大学。
这项奖学金专案的协调单位为马来西亚台湾教育文化协会。
本届教育基金收件反应令人鼓舞，经过参与大学的严谨和公正的遴选
程序后，最终选出受惠者，前往台湾深造。

许春（右）赠送水果花篮予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
处教育组组长张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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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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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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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脸书
百格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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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报
订户

+3%
浏览

2020

2020星洲日報台灣高等教育獎學金

114,754,253

+53.49%
+30.79%

一众嘉宾和得奖学生保持社
交距离，手持奖状合照。

1,226,743

149,962,131

30
0

4,528,705

+121%

90
60

脸书不论在粉丝增加量和帖子互动人数都
稳居第一位。
星洲网APP下载人数增长14.9%
（IOS用户7万9900人；Android用户11万
2800人），电子报订户人数增加2.5%，
共161,112人；而网页推送通知订户人数计
有848,907。至于星洲Instagram也在疫
情期间增加5.5%粉丝追踪，共有190,456
人，而其触及人数更提高了61.94%，达到
1,226,743人。
另外，百格脸书专页帖子互动迅速飙
升121%，突破21,395,115次；专页粉丝
增加21%，人数达到300,258；观看视频
总人数增加高达75%，达至4,528,705人
次。
80多场“全民抗疫Q&A”反应不俗
星洲和百格脸书专页在行动管制令期
间，特别策划了“全民抗疫Q&A”直播单
元，每天中午固定直播，除了更新疫情进
展，也协助读者厘清各种行动管制令政策
的疑惑，该直播单元已经开播超过80场，
获得不俗的回响，直播最高的触及人数接
近70万，互动人数累计10万人次。
同一时期，百格也新增另一个直播
单元——百格会客室，谈及的主题涵盖教
育、健康以及中小型企业应对方案的直播
访谈节目，多场直播节目均获得超出预期
的热烈回响。当中“‘肾’你不知道，
从零认识肾脏问题”这场医药访谈直播更获得热烈的回响，触
及人数接近40万，互动人数也超过2万。此外，“后行管令期
商家如何生存”直播的触及人数直达35万，互动人数也超过
5万，而配合星洲教e展开播的“工业4.0杀到！会计师饭碗不
保？”也获得接近20万的触及人数，互动人数高达12,816。

星洲各网络平台于行管期期间的数据增加百分比（资料来源：Google Analytics/Crowd Tangle/IVX/YouTube, 1-31 March 2020）

2019年第二届星洲日报台湾教育基金共有17名学生受惠，获9所台湾大专院校提供学杂费全免的奖学金，一圆到台湾升学的梦想。

综合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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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在书车外合照。右起为本报柔佛州业务开发及促进部执行员李
瑞华、主任杨顺发、雪隆区宽柔校友会主席郑迪能、宽中古来分校校
长黄慧珠、汉文化中心主席拿督吴恒灿、副主席拿汀李玉涓、本报文
化企宣主任曾翎龙、宽中古来分校老师蔡征峦、华文科主任曾可欣。

愛華教義演
星洲日报和海鸥基金联办的“爱华教义

由演”10年来不间断地为各华校献力，共

协助69所华校筹获1亿1624万613令吉18仙，作
为建校暨发展基金！
星洲日报与海鸥基金自2010年开始合作联
办上述活动，去年为配合爱华教义演创立10周年
庆，更增加演出场次至10场，成功为10所华校筹
获1877万3282令吉的建校暨发展基金。当中，以
彭亨百乐县直凉金马梳华小的成绩最为亮眼，共
筹获616万8888令吉。
去年的爱华教义演分为两个回合进行，即第
一回合是森美兰芙蓉振华国民型中学、柔佛昔加
末昔华国民型中学及雪兰莪吉胆岛华联华小。
第二回合则多达7场，包括吉打亚罗士打吉华
H校、霹雳端洛中山华小、雪兰莪梳邦华小 、雪
兰莪叻思华小、霹雳怡保九洞华小、彭亨百乐县
直凉金马梳华小及槟城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

全体艺人大合唱《中国范》。

“爱华教义演”10年来共助69所华校筹获1亿1624万613令吉18仙，作为建校暨发展
基金。2019年筹获1877万。

中学生们与学刊主编们合影时展示获赠的《学海》周刊。

参与《小星星》故事分享会的芙蓉国民华小的同学们，现场与斯
燕姐姐一起制作小吉哥哥手偶，并获赠一份《小星星》周刊。
《爱华教》义演10周年巡演圆满结束并举行庆功交流餐会。

妮妮带来旋律轻快的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

郭雯雯演唱舞曲时载歌载舞。

岁年丰添美满，鼠年丰登酒一船，钱鼠咬钱进家门，富贵好

“岁运频频传！”星洲日报体育会在今年新春佳节2月19日晚上

举办第27届会员大会暨新春聚会，当晚除了有可口的自助餐招待，还有抽
奖、猜红包，以及考验手艺的红包灯笼制作比赛活动。
共有8位会员分成4队参加灯笼制作比赛，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剪裁，发
挥创意，最后由摄影组申瑞鸣及卢采霞获得第一名。
制红包灯笼迎新春比赛成绩揭晓，由摄影组的申瑞鸣、卢采霞获得大奖！

美食当前，会员们排队品尝！

“陪你看書Ba-Ku Bersama”
移動圖書館

洲日报学生刊物校园巡回分享会，于8月17日至9月4日

體育會製紅包燈籠迎新春

赶在规定时间内制作红包灯笼，很考创意。

春风化雨

星于全马各校开跑。这项活动由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及驻
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联合主办，星洲日报为媒体伙伴。
配合这项活动，本报的3份学生刊物，即《小星星》、《星星
学堂》及《学海》，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相互配合，以学生刊
物的内容作为阅读素材，到各校办阅读分享会，带领学生阅读及
分享。此外，学刊组也与各校的教师作交流，同时呼吁校方订阅
本报学刊。
学刊组此行前往的学校为柔佛宽柔中学古来分校、柔佛永平
中学、芙蓉国民华小、彭亨都赖华小。出席者包括星洲日报文化
企宣主任曾翎龙、《星星学堂》主编郑德发、《小星星》主编李
斯燕、《学海》副主编王国刚及本报各区学刊业务负责人。

《星星学堂》主编郑德发介绍《星星学堂》故事，
并请同学们分享所阅读的故事内容。

洲丛书每年会把报章上的部分内容结集成书，把珍贵的资料以不

星同的面貌推广给读者。读者也可以收藏到自己喜欢的专栏文章。

截至2020年星洲丛书出版了超过80本书籍，书籍种类涵盖，语文、养
生、政治评论、历史等。
为了方便读者容易取得好书，星洲丛书自2020年8月开启了网店，把
知识传递到更多的地方。https://www.lazada.com.my/shop/sin-chewbook-store/

星洲叢書開Lazada戶口了！

春风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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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
辑曾毓林（左起）、
星洲日报首席执行员
许春、王诗棋及吉隆
坡崇文华小校长王仕
发主持2020星洲日报
〈星星学堂〉推介
礼。

阅读好比栽种，从撒种、浇灌、施肥，到结果，
一季下来必有丰收。

2020

年，星洲日报逐步推动“全民
阅读”，这也是配合教育部
推动“十年全民阅读运动”（Dekad Membaca
Kebangsaan，DMK）的一项努力。
在星洲日报“全民阅读”计划下，高小学生刊
物《星星》周刊迎来新面貌，不再独立出版，而是并
入星洲日报主报，每逢星期二推出〈星星学堂〉阅读
版，为小学生打造阅读的殿堂，以及星期六推出〈二
十一世纪学习〉，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面对新时代的
挑战。
〈星星学堂〉校园阅读活动获得教育部主催和支
持，通过〈星星学堂〉的阅读，孩子们也有机会接触
星洲日报，了解时事。
2月24日的〈星星学堂〉推介礼，邀得时任教育
部副部长张念群担任推介主宾。她在预先录制为〈星
星学堂〉打气的影片中说，教育部的计划是把2020至
2030年打造成一个拥有阅读习惯的国家，希望能通过
〈星星学堂〉活动，每个星期一篇文章进入学校，让
小朋友能够感染与培养出对阅读的兴趣。
因公务人在美里而缺席的张念群，由无拉港州
议员王诗棋代表致词。其他出席嘉宾，包括吉隆坡崇
文华小校长王仕发、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星洲日
报首席执行员许春、星洲日报总经理（企业公关及业
务促进部）陈金泉、星洲日报总经理（市场及业务开
发）曾晓萍、雪州校长理事会主席陈疋孙校长、吉隆
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黄孝居校长、吉隆坡校长理事会
主席林美琴校长、雪州教育厅华文科助理局长王忠伟
督学、吉隆坡教育局华文科助理局长许小莲督学、雪
州教育厅华校督学李碧凤督学等。

峇都喼侨民华小盛美清校长展示
张念群写的〈星星学堂〉故事
《阅读，需要陪伴》。

无拉港华小校长及老师正在欣赏
〈星星学堂〉每周刊出的故事。

《學海》《小星星》線上活動

〈星星學堂〉打造校園閱讀殿堂

出席2020星洲日报〈星星学堂〉推介礼的嘉宾们来张全体照留念。

3

4

“大学放大镜”第一期主讲人黄威盛（右下）分享自己的大学宿舍
生活照。左上为主持人《学海》副主编王国刚。
5

洲日报《学海》周刊主办，全国大专升学辅
导组（全升）协办“大学放大镜”线上升学
辅导讲座，8月8日于聋婆婆（学海）脸书专页正式开
跑，于每个周六下午3点，定期邀请各大专及各科系的
大专生前来分享大学生活。讲座的衍生是为了填补《学
海》周刊于下半年暂停出版的空档，继续为中学生提供
升学资讯。
《学海》周刊是我国最受欢迎的中学生教育周刊，
一直都关注中学生课题，升学辅导是其中一个主打内
容。这一系列升学讲座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让中学生
在家中也能接收各个科系的资料分享，了解自己的志向
和未来的求学之路。此系列讲座借由全升在各大专的网
络，目前已找到十余位大专生前来分享，截稿前已进行
3期节目。

星

同欢共乐
 吉隆坡区的老宝宝们与主办
单位、赞助商及嘉宾一起拍摄千
岁大合照，部分老宝宝也被现场
热闹的气氛所感染，开心地向台
下的亲人挥手。
 四季中华——松鹤之夜马六
甲区主桌嘉宾与全场一起进行千
人捞生喜迎春。左起为柯梦磊、
出德隆、薛任评、林朝盛、古乃
光、陈江荣、林尔成、陈展鹏、
黄瑞雷和陈启民。
 迈入第21年的新山区松鹤之
夜，人日齐捞生，出席的老宝
宝与子孙一同捞生，一边喊出
“兴、旺、发”等吉祥话，祈愿
新一年能更加美好。
 麻坡区松鹤之夜孝亲敬老晚
宴上，出德隆（左三）在麦觉丰
（左二）与张烈武（左一）陪同
下，颁发特大巴戟酒给年龄最大
的男宝宝王芳荛（坐者右三）。
 星洲日报霹雳区“2020爱你
爱你”松鹤之夜孝亲敬老晚宴，
128名长者欢喜共聚，与嘉宾和
赞助商大合照，场面温馨。

2020四季中華——松鶴之夜
为星洲日报“四季中华”五大节庆的其中一项重点活动，2020年的“松鹤之夜”分别在吉隆坡、巴生、新山、麻坡、哥

作打峇鲁、芙蓉、马六甲、怡保、槟城和关丹举行。

吉隆坡区的松鹤之夜晚宴是由星洲日报与星洲人主办，雪隆海南会馆联办。
今年适逢松鹤之夜迈入第27年，全国各地男女老宝宝齐聚一堂，与子孙们捞生、尝美食，共享天伦乐，别具意义。
这场晚宴的全国荣誉赞助商为海鸥企业有限公司及TIMO田木科学草药有限公司。飞鹰塔标德安药厂有限公司、仁敏机构有限
公司、Serba Wangi Sdn Bhd （松鹤香米）及茱莉制造有限公司为全国赞助。

A

洲 日 报 B
出 品 的
亲子读物——《小
星星》周刊创建了
脸书专页！每日与
读者分享阅读素
材、新闻、专题报 C
道等内容。
从8月份起推
出一系列的线上活
动，包括关嘉辉老
师的《小小诗人》
童诗教学、郑欣怡
老师的《小星星画 A 《小星星》脸书专页。
画乐》绘画示范及 B 关嘉辉讲解童诗创作的技巧。
林顺伟老师的绘画 C 林顺伟点评读者们的投稿画作。
点评。推广线上教
学的同时，也培养学子们对文字与绘画的想象力及创造
力，并提供一个线上投稿平台，让学子们发挥创意。

星

 芙蓉区迈入第24个年头的《星洲日报》
2020年“RBM松鹤之夜”，于年初七人日
在芙蓉统一酒家宴会厅热烈引爆。
 新山区松鹤之夜今年迈入第21个年头。
郑得万（后排左二）及黄伟财（后排右
二）颁发赞助礼品予全场年纪最大的女性
长者刘冬（前排左一起）及全场年纪最大
的男性长者黄木燧，陪同见证者包括孙伟
佳（后排右一）、麦觉丰（后排左三）；
1
后排左一及右三为黄木燧的家人。
 本报槟州业务促进主任邱武才派发礼品
给拥有“鼠”谐音的与会者。
 “大家辛苦了！”活动圆满结束，郭富
广带领本报同事与学记队合影。
 松鹤之夜巴生站嘉宾向星洲日报读者拜
年。
 星洲日报“四季中华——松鹤之夜”
吉隆坡场众嘉宾一起进行“千人捞生庆新 2
春”仪式。
 关丹区松鹤之夜，星洲日报职员向全场来宾拜年。站者左七起为李
运生、高益文及彭永兴。右六起为陈钜新、欧阳秀媚及郭富广。

3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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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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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享受美味佳肴，精彩的表演节目
更让出席者情不自禁在台下挥手应援。

嘉宾带领全场吃汤圆庆冬至，也为晚宴拉开序幕。左起
为吴永才、文兆恒、陆志顺、王瑞成、曾国良、张琳
璘、陈金泉、丁才荣、许春、林振辉、黄锦扬、李文
雄、李俊健、陈建松、吴珍妮、赖玉娟及陈俊焕。

2019年四季中
华冬至庆宴记
录；吉隆坡区
全场爆满，获
得热烈反应。

许春（中）与居銮华团领袖手持星洲人标志，在
宴会开始前合影。左起为叶梅真、叶民钦、彭志
强、林宝琳、蔡永福、麦觉丰，右起为谭智明、
侯信三、郑安兴、戴国光、姚森良、刘文丰。

居銮的冬至宴上，
出席宴会的本报高
层与由三大民族组
成的晓琪幼儿园参
赛队伍合影。

刘秀鸾（左起）、方嫄琍、许小莲、陈金泉、王仕
发、许春、王颂胜及陈疋孙展示获奖的专辑作品。

星洲日報
第24屆
两项比赛是由教育部主催、

这星洲日报主办、宝马企业有

第22届专辑制作比赛得奖者在颁奖
典礼后与嘉宾及师长合影。坐者左
起为龙思岑、陈疋孙、刘秀鸾、王
颂胜、刘清志和许春，右起为李碧
凤、王忠伟、陈金泉、杨应俊、林
瑞源和陈大锦。

陈大锦（坐者右六）和许春（左
六）与第24届全国学生阅报计划问
答比赛得主及师长合照。坐者左起
为龙思岑、陈疋孙、刘秀鸾、王颂
胜和刘清志，右起为李碧凤、王忠
伟、陈金泉、杨应俊和林瑞源。

全國學生閱報計劃問答比賽
暨第22屆專輯製作比賽

限公司旗下品牌Promex Chocomex
拿督林朝盛
麦芽巧克力饮品为合作伙伴、全国校
与学生一起
长职工会协办及各华校教育团体协
翻阅得奖的
阅报计划专
办。当天颁奖礼的主宾为董总主席陈
辑制作
大锦。
第24届全国学生阅报计划问答比
赛全国赛个人奖三甲，分别由八打灵再
也育才华小的谢恩浩、芙蓉培华小学的
陈峒瑾和加影育华华小的黄子家获得。
全国赛团体奖方面，由大山脚侨光
小学夺下冠军，八打灵再也育才华小获
得亚军，以及芙蓉培华小学获得季军。
第22届专辑制作比赛5份全国特优奖包括：北赖中华三校的《那些藏起来的秘
密》、太平华联三校的《锡日好风光》、民众华小的《爱在消失前》、启智华小
的《智慧持家》，以及芙蓉新华华小的《爱心暖人心》。
海报设计的特优奖得主则有北海光华的陈奕安、三德华小的吴俊佃、
乐圣华小的陈宣乐、正修一校的林妍茼，以及热力华小的陈善姿。
第18屆星洲全國華
“校园资讯王中王”
文資訊網上問答比
终极PK赛进行中。
賽冠軍黃子維( 新
“2019年第18届星
山寬柔中學)。
洲全国华文资
讯网上问答比
赛”得奖者
第18屆
与出席嘉
星洲全國
宾合影。
華文資訊網
上問答比賽亞
軍及“校園資訊
王中王”終極PK賽
星洲日报主办的2019年第18
冠軍何俊榮（峇株巴
届星洲全国华文资讯网上问
轄高級中學）。
答比赛获得教育部支持，余仁生为合作
共有17名参与网上问答比赛决
伙伴。董总、教总、马来西亚国民型华 1000令吉的奖金。同时，宽柔中学也是
文中学校长理事会、马来西亚中学华文 本届比赛的冠军学校及最佳团体表现学 赛的优胜者在星洲日报总社现场进
行“校园资讯王中王”终极PK赛，
教师联谊会协办，星洲网为网页支援， 校。
共分为3个回合，问题涵盖国际、国
总决赛亚军是由峇株巴辖高级中学
学海为指定刊物，IGS为科技方案伙
的何俊荣获得，他也是“校园资讯王中 内、体育、娱乐等时事课题。参赛者在
伴。
星洲日报于2001年起举办星洲全国 王”终极PK赛的冠军得主。他除了可以 第一和第二环节轮流作答，得分最高的2
华文资讯网上问答比赛，开放予大马、 获得700令吉奖金外，也得到PK赛总冠 人晋级最终回合，一局定胜负。
2名进入最终回合的学生分别是何俊
汶莱及新加坡在籍中学生参赛，借由电 军奖金250令吉。 季军则为吉隆坡中华
独立中学的林昊忻，获得500令吉奖金。 荣和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的罗长乐，何
脑网络作为比赛平台的课外教育专案。
来自新山宽柔中学初中二的黄子维 另外15名优秀奖得主则可获得120令吉。 俊荣选择了他最熟悉的体育领域，在没
在“2019年第18届星洲全国华文资讯 除 了 奖 金 ， 所 有 得 奖 者 获 颁 奖 杯 、 奖 有提示的情况下成功答对，夺下PK王称
号。而罗长乐则获得PK赛亚军。
网上问答比赛”中勇夺全国冠军，获得 状、余仁生礼篮。

由

全國華文資訊網上問答比賽圓滿舉行

四季中华——温馨冬至”庆
宴包括吉隆坡、芙蓉与居銮
场次。吉隆坡场由星洲日报、星洲人及雪隆海南会馆
联办。
吉隆坡场庆宴的主要赞助商为Seng胜集团及万
丰雪梨（马）有限公司，其他联合赞助商为Heineken
Malaysia Marketing Sdn Bhd、余仁生私人有限公
司、寶馬企業有限公司、Lam Soon Edible Oils Sdn
Bhd、 CNI Holdings Berhad、广汇丰企业有限公司、
Super Food Marketing Sdn Bhd、Amazing Secret
International Sdn Bhd、Ajinomoto（Malaysia）
Berhad及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除了由赞助商所送出的各项礼品之外，还有由马来
西亚书艺协会的书法家赠送春联给大家，迎接春节的到
来。
晚宴菜肴由仁嘉隆天外天海鲜新大酒家承办。除了
酒家烹调的菜肴，大会还特别邀请中国饺子手烹制应节
饺子，让出席者一同体验中国南北方过冬节的“南方汤
丸北方饺”的传统习俗。
当 晚 主 办 单 位 邀 请 本 地 著 名 L i v e B a n d ——
Enchanting Music为观众准备各年代中文歌曲，并且
让来宾现场点唱想听的歌曲，两位主唱悦耳动听的歌
声，令在座各位听出耳油，如痴如醉。
芙蓉的庆宴则与IJM Land联办，并首度以晚宴形
式进行，筵开90席，温馨欢愉气氛暖和人心！而居銮场
次也筵开76席，加上25支队伍参加“搓汤圆及创意汤
圆摆设比赛”，现场气氛热烈。

第18屆
星洲日報

Enchanting Music主唱为冬至
庆宴演唱一首首经典歌曲，
让台下出席者听出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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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四季中华—粽香情长裹乡粽”从以往的端午
庆宴改为线上裹粽教学。
左起为许春、丹斯里林福
山局绅及陈开蓉。

广西枕头粽材料。
彭葩（左 起）、隆雪河婆同乡会妇女部
副主席吴 琼妹、理事江秀菁和副文娱拿
汀刘美兰 展示客家河婆粽。

季中华”是星洲日报发起的一项结合华裔重要节庆，弘扬

“四民族习俗的节庆活动，包括了“松鹤之夜”、“端午”、
“中秋”、“冬至”。
今年由于冠病而施行了行动管制令，令许多社区群体活动都喊停，
“粽香情长”也改换平台，转成以线上教学活动取代端午庆宴，教导民众
包裹家乡粽，让民众有机会学习包裹
不同籍贯的家乡粽及娘惹粽，以另一
种形式传扬习俗文化。
这项活动获得LBS林木生集团
参与，成为主要赞助商；另一位赞助
商为李锦记。雪隆海南会馆则是联办
单位。
多个藉贯团体妇女组参与这
项教学活动，包括雪隆潮洲会馆妇
女组、雪隆广东会馆妇女组、雪隆
广西会馆妇女组、雪隆海南会馆妇
女部、雪隆河婆同乡会妇女组、海
蜜阁Hibiscus
Bakery的黄
于凤女士的
福建粽及陈
丽芬女士的
娘惹粽及碱
水粽。

2020四季中華
“粽香情長”裹鄉粽教學活動

“2020四季中华——粽香情长
裹乡粽”今年从以往的端午
庆宴改为线上裹粽教学。

百格主播在主持节目
的同时也向各籍贯的
妇女教学者讨教裹粽
子的方法。

娘惹粽又称蓝粽。

雪隆潮州会馆永久名誉会长吴俊标和太太谢惠心联手示范如何裹出传统好滋味的潮州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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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享受美味佳肴，精彩的表演节目
更让出席者情不自禁在台下挥手应援。

嘉宾带领全场吃汤圆庆冬至，也为晚宴拉开序幕。左起
为吴永才、文兆恒、陆志顺、王瑞成、曾国良、张琳
璘、陈金泉、丁才荣、许春、林振辉、黄锦扬、李文
雄、李俊健、陈建松、吴珍妮、赖玉娟及陈俊焕。

2019年四季中
华冬至庆宴记
录；吉隆坡区
全场爆满，获
得热烈反应。

许春（中）与居銮华团领袖手持星洲人标志，在
宴会开始前合影。左起为叶梅真、叶民钦、彭志
强、林宝琳、蔡永福、麦觉丰，右起为谭智明、
侯信三、郑安兴、戴国光、姚森良、刘文丰。

居銮的冬至宴上，
出席宴会的本报高
层与由三大民族组
成的晓琪幼儿园参
赛队伍合影。

刘秀鸾（左起）、方嫄琍、许小莲、陈金泉、王仕
发、许春、王颂胜及陈疋孙展示获奖的专辑作品。

星洲日報
第24屆
两项比赛是由教育部主催、

这星洲日报主办、宝马企业有

第22届专辑制作比赛得奖者在颁奖
典礼后与嘉宾及师长合影。坐者左
起为龙思岑、陈疋孙、刘秀鸾、王
颂胜、刘清志和许春，右起为李碧
凤、王忠伟、陈金泉、杨应俊、林
瑞源和陈大锦。

陈大锦（坐者右六）和许春（左
六）与第24届全国学生阅报计划问
答比赛得主及师长合照。坐者左起
为龙思岑、陈疋孙、刘秀鸾、王颂
胜和刘清志，右起为李碧凤、王忠
伟、陈金泉、杨应俊和林瑞源。

全國學生閱報計劃問答比賽
暨第22屆專輯製作比賽

限公司旗下品牌Promex Chocomex
拿督林朝盛
麦芽巧克力饮品为合作伙伴、全国校
与学生一起
长职工会协办及各华校教育团体协
翻阅得奖的
阅报计划专
办。当天颁奖礼的主宾为董总主席陈
辑制作
大锦。
第24届全国学生阅报计划问答比
赛全国赛个人奖三甲，分别由八打灵再
也育才华小的谢恩浩、芙蓉培华小学的
陈峒瑾和加影育华华小的黄子家获得。
全国赛团体奖方面，由大山脚侨光
小学夺下冠军，八打灵再也育才华小获
得亚军，以及芙蓉培华小学获得季军。
第22届专辑制作比赛5份全国特优奖包括：北赖中华三校的《那些藏起来的秘
密》、太平华联三校的《锡日好风光》、民众华小的《爱在消失前》、启智华小
的《智慧持家》，以及芙蓉新华华小的《爱心暖人心》。
海报设计的特优奖得主则有北海光华的陈奕安、三德华小的吴俊佃、
乐圣华小的陈宣乐、正修一校的林妍茼，以及热力华小的陈善姿。
第18屆星洲全國華
“校园资讯王中王”
文資訊網上問答比
终极PK赛进行中。
賽冠軍黃子維( 新
“2019年第18届星
山寬柔中學)。
洲全国华文资
讯网上问答比
赛”得奖者
第18屆
与出席嘉
星洲全國
宾合影。
華文資訊網
上問答比賽亞
軍及“校園資訊
王中王”終極PK賽
星洲日报主办的2019年第18
冠軍何俊榮（峇株巴
届星洲全国华文资讯网上问
轄高級中學）。
答比赛获得教育部支持，余仁生为合作
共有17名参与网上问答比赛决
伙伴。董总、教总、马来西亚国民型华 1000令吉的奖金。同时，宽柔中学也是
文中学校长理事会、马来西亚中学华文 本届比赛的冠军学校及最佳团体表现学 赛的优胜者在星洲日报总社现场进
行“校园资讯王中王”终极PK赛，
教师联谊会协办，星洲网为网页支援， 校。
共分为3个回合，问题涵盖国际、国
总决赛亚军是由峇株巴辖高级中学
学海为指定刊物，IGS为科技方案伙
的何俊荣获得，他也是“校园资讯王中 内、体育、娱乐等时事课题。参赛者在
伴。
星洲日报于2001年起举办星洲全国 王”终极PK赛的冠军得主。他除了可以 第一和第二环节轮流作答，得分最高的2
华文资讯网上问答比赛，开放予大马、 获得700令吉奖金外，也得到PK赛总冠 人晋级最终回合，一局定胜负。
2名进入最终回合的学生分别是何俊
汶莱及新加坡在籍中学生参赛，借由电 军奖金250令吉。 季军则为吉隆坡中华
独立中学的林昊忻，获得500令吉奖金。 荣和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的罗长乐，何
脑网络作为比赛平台的课外教育专案。
来自新山宽柔中学初中二的黄子维 另外15名优秀奖得主则可获得120令吉。 俊荣选择了他最熟悉的体育领域，在没
在“2019年第18届星洲全国华文资讯 除 了 奖 金 ， 所 有 得 奖 者 获 颁 奖 杯 、 奖 有提示的情况下成功答对，夺下PK王称
号。而罗长乐则获得PK赛亚军。
网上问答比赛”中勇夺全国冠军，获得 状、余仁生礼篮。

由

全國華文資訊網上問答比賽圓滿舉行

四季中华——温馨冬至”庆
宴包括吉隆坡、芙蓉与居銮
场次。吉隆坡场由星洲日报、星洲人及雪隆海南会馆
联办。
吉隆坡场庆宴的主要赞助商为Seng胜集团及万
丰雪梨（马）有限公司，其他联合赞助商为Heineken
Malaysia Marketing Sdn Bhd、余仁生私人有限公
司、寶馬企業有限公司、Lam Soon Edible Oils Sdn
Bhd、 CNI Holdings Berhad、广汇丰企业有限公司、
Super Food Marketing Sdn Bhd、Amazing Secret
International Sdn Bhd、Ajinomoto（Malaysia）
Berhad及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除了由赞助商所送出的各项礼品之外，还有由马来
西亚书艺协会的书法家赠送春联给大家，迎接春节的到
来。
晚宴菜肴由仁嘉隆天外天海鲜新大酒家承办。除了
酒家烹调的菜肴，大会还特别邀请中国饺子手烹制应节
饺子，让出席者一同体验中国南北方过冬节的“南方汤
丸北方饺”的传统习俗。
当 晚 主 办 单 位 邀 请 本 地 著 名 L i v e B a n d ——
Enchanting Music为观众准备各年代中文歌曲，并且
让来宾现场点唱想听的歌曲，两位主唱悦耳动听的歌
声，令在座各位听出耳油，如痴如醉。
芙蓉的庆宴则与IJM Land联办，并首度以晚宴形
式进行，筵开90席，温馨欢愉气氛暖和人心！而居銮场
次也筵开76席，加上25支队伍参加“搓汤圆及创意汤
圆摆设比赛”，现场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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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hanting Music主唱为冬至
庆宴演唱一首首经典歌曲，
让台下出席者听出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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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
辑曾毓林（左起）、
星洲日报首席执行员
许春、王诗棋及吉隆
坡崇文华小校长王仕
发主持2020星洲日报
〈星星学堂〉推介
礼。

阅读好比栽种，从撒种、浇灌、施肥，到结果，
一季下来必有丰收。

2020

年，星洲日报逐步推动“全民
阅读”，这也是配合教育部
推动“十年全民阅读运动”（Dekad Membaca
Kebangsaan，DMK）的一项努力。
在星洲日报“全民阅读”计划下，高小学生刊
物《星星》周刊迎来新面貌，不再独立出版，而是并
入星洲日报主报，每逢星期二推出〈星星学堂〉阅读
版，为小学生打造阅读的殿堂，以及星期六推出〈二
十一世纪学习〉，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面对新时代的
挑战。
〈星星学堂〉校园阅读活动获得教育部主催和支
持，通过〈星星学堂〉的阅读，孩子们也有机会接触
星洲日报，了解时事。
2月24日的〈星星学堂〉推介礼，邀得时任教育
部副部长张念群担任推介主宾。她在预先录制为〈星
星学堂〉打气的影片中说，教育部的计划是把2020至
2030年打造成一个拥有阅读习惯的国家，希望能通过
〈星星学堂〉活动，每个星期一篇文章进入学校，让
小朋友能够感染与培养出对阅读的兴趣。
因公务人在美里而缺席的张念群，由无拉港州
议员王诗棋代表致词。其他出席嘉宾，包括吉隆坡崇
文华小校长王仕发、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星洲日
报首席执行员许春、星洲日报总经理（企业公关及业
务促进部）陈金泉、星洲日报总经理（市场及业务开
发）曾晓萍、雪州校长理事会主席陈疋孙校长、吉隆
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黄孝居校长、吉隆坡校长理事会
主席林美琴校长、雪州教育厅华文科助理局长王忠伟
督学、吉隆坡教育局华文科助理局长许小莲督学、雪
州教育厅华校督学李碧凤督学等。

峇都喼侨民华小盛美清校长展示
张念群写的〈星星学堂〉故事
《阅读，需要陪伴》。

无拉港华小校长及老师正在欣赏
〈星星学堂〉每周刊出的故事。

《學海》《小星星》線上活動

〈星星學堂〉打造校園閱讀殿堂

出席2020星洲日报〈星星学堂〉推介礼的嘉宾们来张全体照留念。

3

4

“大学放大镜”第一期主讲人黄威盛（右下）分享自己的大学宿舍
生活照。左上为主持人《学海》副主编王国刚。
5

洲日报《学海》周刊主办，全国大专升学辅
导组（全升）协办“大学放大镜”线上升学
辅导讲座，8月8日于聋婆婆（学海）脸书专页正式开
跑，于每个周六下午3点，定期邀请各大专及各科系的
大专生前来分享大学生活。讲座的衍生是为了填补《学
海》周刊于下半年暂停出版的空档，继续为中学生提供
升学资讯。
《学海》周刊是我国最受欢迎的中学生教育周刊，
一直都关注中学生课题，升学辅导是其中一个主打内
容。这一系列升学讲座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让中学生
在家中也能接收各个科系的资料分享，了解自己的志向
和未来的求学之路。此系列讲座借由全升在各大专的网
络，目前已找到十余位大专生前来分享，截稿前已进行
3期节目。

星

同欢共乐
 吉隆坡区的老宝宝们与主办
单位、赞助商及嘉宾一起拍摄千
岁大合照，部分老宝宝也被现场
热闹的气氛所感染，开心地向台
下的亲人挥手。
 四季中华——松鹤之夜马六
甲区主桌嘉宾与全场一起进行千
人捞生喜迎春。左起为柯梦磊、
出德隆、薛任评、林朝盛、古乃
光、陈江荣、林尔成、陈展鹏、
黄瑞雷和陈启民。
 迈入第21年的新山区松鹤之
夜，人日齐捞生，出席的老宝
宝与子孙一同捞生，一边喊出
“兴、旺、发”等吉祥话，祈愿
新一年能更加美好。
 麻坡区松鹤之夜孝亲敬老晚
宴上，出德隆（左三）在麦觉丰
（左二）与张烈武（左一）陪同
下，颁发特大巴戟酒给年龄最大
的男宝宝王芳荛（坐者右三）。
 星洲日报霹雳区“2020爱你
爱你”松鹤之夜孝亲敬老晚宴，
128名长者欢喜共聚，与嘉宾和
赞助商大合照，场面温馨。

2020四季中華——松鶴之夜
为星洲日报“四季中华”五大节庆的其中一项重点活动，2020年的“松鹤之夜”分别在吉隆坡、巴生、新山、麻坡、哥

作打峇鲁、芙蓉、马六甲、怡保、槟城和关丹举行。

吉隆坡区的松鹤之夜晚宴是由星洲日报与星洲人主办，雪隆海南会馆联办。
今年适逢松鹤之夜迈入第27年，全国各地男女老宝宝齐聚一堂，与子孙们捞生、尝美食，共享天伦乐，别具意义。
这场晚宴的全国荣誉赞助商为海鸥企业有限公司及TIMO田木科学草药有限公司。飞鹰塔标德安药厂有限公司、仁敏机构有限
公司、Serba Wangi Sdn Bhd （松鹤香米）及茱莉制造有限公司为全国赞助。

A

洲 日 报 B
出 品 的
亲子读物——《小
星星》周刊创建了
脸书专页！每日与
读者分享阅读素
材、新闻、专题报 C
道等内容。
从8月份起推
出一系列的线上活
动，包括关嘉辉老
师的《小小诗人》
童诗教学、郑欣怡
老师的《小星星画 A 《小星星》脸书专页。
画乐》绘画示范及 B 关嘉辉讲解童诗创作的技巧。
林顺伟老师的绘画 C 林顺伟点评读者们的投稿画作。
点评。推广线上教
学的同时，也培养学子们对文字与绘画的想象力及创造
力，并提供一个线上投稿平台，让学子们发挥创意。

星

 芙蓉区迈入第24个年头的《星洲日报》
2020年“RBM松鹤之夜”，于年初七人日
在芙蓉统一酒家宴会厅热烈引爆。
 新山区松鹤之夜今年迈入第21个年头。
郑得万（后排左二）及黄伟财（后排右
二）颁发赞助礼品予全场年纪最大的女性
长者刘冬（前排左一起）及全场年纪最大
的男性长者黄木燧，陪同见证者包括孙伟
佳（后排右一）、麦觉丰（后排左三）；
1
后排左一及右三为黄木燧的家人。
 本报槟州业务促进主任邱武才派发礼品
给拥有“鼠”谐音的与会者。
 “大家辛苦了！”活动圆满结束，郭富
广带领本报同事与学记队合影。
 松鹤之夜巴生站嘉宾向星洲日报读者拜
年。
 星洲日报“四季中华——松鹤之夜”
吉隆坡场众嘉宾一起进行“千人捞生庆新 2
春”仪式。
 关丹区松鹤之夜，星洲日报职员向全场来宾拜年。站者左七起为李
运生、高益文及彭永兴。右六起为陈钜新、欧阳秀媚及郭富广。

3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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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在书车外合照。右起为本报柔佛州业务开发及促进部执行员李
瑞华、主任杨顺发、雪隆区宽柔校友会主席郑迪能、宽中古来分校校
长黄慧珠、汉文化中心主席拿督吴恒灿、副主席拿汀李玉涓、本报文
化企宣主任曾翎龙、宽中古来分校老师蔡征峦、华文科主任曾可欣。

愛華教義演
星洲日报和海鸥基金联办的“爱华教义

由演”10年来不间断地为各华校献力，共

协助69所华校筹获1亿1624万613令吉18仙，作
为建校暨发展基金！
星洲日报与海鸥基金自2010年开始合作联
办上述活动，去年为配合爱华教义演创立10周年
庆，更增加演出场次至10场，成功为10所华校筹
获1877万3282令吉的建校暨发展基金。当中，以
彭亨百乐县直凉金马梳华小的成绩最为亮眼，共
筹获616万8888令吉。
去年的爱华教义演分为两个回合进行，即第
一回合是森美兰芙蓉振华国民型中学、柔佛昔加
末昔华国民型中学及雪兰莪吉胆岛华联华小。
第二回合则多达7场，包括吉打亚罗士打吉华
H校、霹雳端洛中山华小、雪兰莪梳邦华小 、雪
兰莪叻思华小、霹雳怡保九洞华小、彭亨百乐县
直凉金马梳华小及槟城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

全体艺人大合唱《中国范》。

“爱华教义演”10年来共助69所华校筹获1亿1624万613令吉18仙，作为建校暨发展
基金。2019年筹获1877万。

中学生们与学刊主编们合影时展示获赠的《学海》周刊。

参与《小星星》故事分享会的芙蓉国民华小的同学们，现场与斯
燕姐姐一起制作小吉哥哥手偶，并获赠一份《小星星》周刊。
《爱华教》义演10周年巡演圆满结束并举行庆功交流餐会。

妮妮带来旋律轻快的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

郭雯雯演唱舞曲时载歌载舞。

岁年丰添美满，鼠年丰登酒一船，钱鼠咬钱进家门，富贵好

“岁运频频传！”星洲日报体育会在今年新春佳节2月19日晚上

举办第27届会员大会暨新春聚会，当晚除了有可口的自助餐招待，还有抽
奖、猜红包，以及考验手艺的红包灯笼制作比赛活动。
共有8位会员分成4队参加灯笼制作比赛，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剪裁，发
挥创意，最后由摄影组申瑞鸣及卢采霞获得第一名。
制红包灯笼迎新春比赛成绩揭晓，由摄影组的申瑞鸣、卢采霞获得大奖！

美食当前，会员们排队品尝！

“陪你看書Ba-Ku Bersama”
移動圖書館

洲日报学生刊物校园巡回分享会，于8月17日至9月4日

體育會製紅包燈籠迎新春

赶在规定时间内制作红包灯笼，很考创意。

春风化雨

星于全马各校开跑。这项活动由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及驻
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联合主办，星洲日报为媒体伙伴。
配合这项活动，本报的3份学生刊物，即《小星星》、《星星
学堂》及《学海》，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相互配合，以学生刊
物的内容作为阅读素材，到各校办阅读分享会，带领学生阅读及
分享。此外，学刊组也与各校的教师作交流，同时呼吁校方订阅
本报学刊。
学刊组此行前往的学校为柔佛宽柔中学古来分校、柔佛永平
中学、芙蓉国民华小、彭亨都赖华小。出席者包括星洲日报文化
企宣主任曾翎龙、《星星学堂》主编郑德发、《小星星》主编李
斯燕、《学海》副主编王国刚及本报各区学刊业务负责人。

《星星学堂》主编郑德发介绍《星星学堂》故事，
并请同学们分享所阅读的故事内容。

洲丛书每年会把报章上的部分内容结集成书，把珍贵的资料以不

星同的面貌推广给读者。读者也可以收藏到自己喜欢的专栏文章。

截至2020年星洲丛书出版了超过80本书籍，书籍种类涵盖，语文、养
生、政治评论、历史等。
为了方便读者容易取得好书，星洲丛书自2020年8月开启了网店，把
知识传递到更多的地方。https://www.lazada.com.my/shop/sin-chewbook-store/

星洲叢書開Lazada戶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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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期間各平台數據創新高！
星洲“上線”擁抱新常態
如其来的冠病疫情让全球措手不

突及，社会也因为疫情造就了包括
保持人身距离的新常态，而在线上举办活
动成为了当今甚至是未来的新趋势。
星洲日报顺应新常态，于6月13和14
日首次领先主办线上“星洲教e展”，获
得26所国内外高等教育学府盛情参与，为
SPM及统考生提供实用资讯，如科系简
介、升学贴士、奖学金申请等，各大院校
的升学顾问也提供一对一即时咨询服务，
在线解答对院校和科系的所有疑问，再加
上透过星洲日报官方脸书直播，主题不一
的线上教育讲座，全方位协助莘莘学子在
疫情期间找到心仪的大学和学院以及合适
的科系。
为期两天的星洲教e展吸引了超过
4000人注册，其网站页面浏览量次数达
13万5124，而独立访客量更累计6万2760
人。处于艰难的疫情期，首次主办线上教
育展就取得亮眼的成绩，带来莫大的鼓
舞，也为接下来陆续登场的各类线上活动
注入一剂强心针。
星洲各平台数据大幅飙涨
冠状病毒病促使我国从2020年3月18
日开始实施行动管制令，被禁足留在家中
的人们除了抗疫，每天也非常积极点击阅
读网络新闻关注疫情进展，造就了网络流
量节节攀升。从3月开始至4月6日为止，
星洲网、星洲日报脸书专页、Instagram、星洲网APP以及百
格的浏览和点击量都大幅度提高。
星洲网浏览量暴增53.49%达149,962,131次；独立访客量
增加30.79%累计至10,332,528。星洲脸书专页帖子互动人数
增加40%，达114,754,253人次；专页点赞新增3%，粉丝人数
达到1,745,132人。相较于国内其他中文媒体的脸书专页，星洲
（％）
150
120

21,395,115

10,332,528

300,258

+75%

年星洲日报台湾
高等教育奖学金
录取名单公布，共有12名学生获得学杂
费奖学金，分别前往台湾真理大学、崑
山科技大学及环球科技大学深造。
这项获得马来西亚台湾教育文化协
会作为协调单位的奖学金专案，是于今

12受惠學生赴台深造
年1月开放申请；申请者经过上述大专
审核后，将分别获得第一学年或第一学
期奖学金，第二学年或第二学期起则依
据各校颁发的奖学金办法为定。
这项奖学金自今年1月公告后获得

众多家长及学生询问，可惜适逢今年初
遇上冠病全球性的蔓延，部分家长忧心
孩子独自国外生活，而选择让孩子在疫
情较稳定后再重新提出申请赴台深造。

第二屆星洲日報台灣教育基金
17名學生圓海外升學夢
17

名学生获参与第二届星洲日报台湾教育基金的大专院校提供学
杂费全免的奖学金，一圆到台湾升学的梦想。
参与本届教育基金的台湾大学与上届一样共有9所，即中华大学、中
国科技大学、环球科技大学、昆山科技大学、文藻外语大学、佛光大学、
中州科技大学、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和真理大学。
这项奖学金专案的协调单位为马来西亚台湾教育文化协会。
本届教育基金收件反应令人鼓舞，经过参与大学的严谨和公正的遴选
程序后，最终选出受惠者，前往台湾深造。

许春（右）赠送水果花篮予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
处教育组组长张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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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不论在粉丝增加量和帖子互动人数都
稳居第一位。
星洲网APP下载人数增长14.9%
（IOS用户7万9900人；Android用户11万
2800人），电子报订户人数增加2.5%，
共161,112人；而网页推送通知订户人数计
有848,907。至于星洲Instagram也在疫
情期间增加5.5%粉丝追踪，共有190,456
人，而其触及人数更提高了61.94%，达到
1,226,743人。
另外，百格脸书专页帖子互动迅速飙
升121%，突破21,395,115次；专页粉丝
增加21%，人数达到300,258；观看视频
总人数增加高达75%，达至4,528,705人
次。
80多场“全民抗疫Q&A”反应不俗
星洲和百格脸书专页在行动管制令期
间，特别策划了“全民抗疫Q&A”直播单
元，每天中午固定直播，除了更新疫情进
展，也协助读者厘清各种行动管制令政策
的疑惑，该直播单元已经开播超过80场，
获得不俗的回响，直播最高的触及人数接
近70万，互动人数累计10万人次。
同一时期，百格也新增另一个直播
单元——百格会客室，谈及的主题涵盖教
育、健康以及中小型企业应对方案的直播
访谈节目，多场直播节目均获得超出预期
的热烈回响。当中“‘肾’你不知道，
从零认识肾脏问题”这场医药访谈直播更获得热烈的回响，触
及人数接近40万，互动人数也超过2万。此外，“后行管令期
商家如何生存”直播的触及人数直达35万，互动人数也超过
5万，而配合星洲教e展开播的“工业4.0杀到！会计师饭碗不
保？”也获得接近20万的触及人数，互动人数高达12,816。

星洲各网络平台于行管期期间的数据增加百分比（资料来源：Google Analytics/Crowd Tangle/IVX/YouTube, 1-31 March 2020）

2019年第二届星洲日报台湾教育基金共有17名学生受惠，获9所台湾大专院校提供学杂费全免的奖学金，一圆到台湾升学的梦想。

春风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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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17屆星洲日報教育基金

5

星洲2019年百萬雄將誕生

学习榜样

獲37所大專院校參與

时任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前排左八）主持2020年第17届星洲日报教育基金推展礼后，与大专院校代表、本报高层合影。前
排左一起是李馥彦、谢念芳、曾晓萍、林汶珊、黄孝居、李官仁、黄晓虹；前排右一起为蔡善芬、锺志强、张秀丽、曾俊萍、陈金泉、
孔令龙、许春。

17届“星洲日报教育基金”总共获得37所大专院

第校的参与，提供529份总值超过2262万令吉的全
免文凭和学士课程，比去年超出135万令吉，再次创新高。
本届星洲日报教育基金的申请从2月3日启动，3月18
日截止申请，参与大专院校提供的文凭、学士或硕士课程名
额，包含理工、人文、科技、管理、工商、医护、产业经纪
等科系，广泛的涵盖面已照顾到各学子选择需求。

第5屆星洲日報
讀者助學計劃

今年每人的申请名额提高到两个，也就是说申请者在网
上输入资料时，可以填写两所属意的大专作为选项。自创立
以来，各参与大专院校为“星洲日报教育基金”所承诺过的
全免课程总累积金额已达到1亿9280万令吉。
基于行动管制令因素，原订于四月进行的首轮遴选和五
月完成的次轮遴选，皆相应的调整至八月始能圆满结束。从
中大专院校也作出应变措施，改以云端会议方式来为晋级者
进行面试。

36清寒學生受惠
“2019年第5届星洲日报读
者助学计划”录取的受惠学
生共有36名，每一名学生将可获得最
高不超过6万令吉的助学金资助，助
学金总额达200万令吉。
此计划自2015年推展以来，在过
去4年已经资助326名学生，所承诺
拨出的助学金总额超过1262万令吉，
当中已有93名顺利完成高等教育。而
本届录取受惠学生共有36名，因此这
项计划的资助学生人数也累积至362
名。
本届颁奖礼的主宾为华总会长丹
斯里吴添泉。
负责单位每年会从落选“星洲日
报教育基金”的申请者当中进行另一
轮遴选，从中筛选出符合资格者，再
由星洲日报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部同
事和全国各地办事处的同事分批进行
家访，以实地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与
状况。之后经由遴选委员会成员仔细
审查及把关，录取名单才能出炉。整
个遴选过程耗时将近半年。

获

出席“第5届星洲日报读者助学计划”颁奖典礼的贵宾与受惠者合照。前排左三起为张秀
丽、孔令龙、许春、吴添泉、卜佛海、陈金泉和陆耀荣。

排名第一至第十的百万雄将和高层合影。（前排左起）黎金凤，陈金泉，罗翠薇，曾晓萍，拿督卜
佛海，郭清江，许春，张裘昌， 黄康元，杨奕顺，陈丽珍，文兆恒，郭富广，李美玲。（第二排左
起）叶碧君，侯丽春, 吴彦平, 陈俐蔚, 黄润平, 林丽芹,陈素慎, 戴宝和,甘惠妏, 王签富, 韩国定。

洲日报雪隆广告部于2月6日晚颁发“百万雄将”销售奖予2019年达到百万业绩的广告

星营业专员。在星洲领导层的领导之下，星洲日报的广告业绩一年比一年标青， 以致能
达到百万业绩的同事多达22位，印证了星洲日报是众多商家信赖的中文报之一，确是可喜可贺。
今年度的百万雄将之首由黄润平蝉联，亚军是陈俐蔚，而季军则是由陈素慎夺得。
百万雄将排名依序如下：
冠军：黄润平
亚军：陈俐蔚
季军：陈素慎
第四：吴彦平
第五：甘惠妏
第六：侯丽春
第七：林丽芹
第八：王签富
第九：戴宝和
第十：韩国定
第十一：李瑞珍
第十二：陈安琪
第十三：林倚如
第十四：梁景兰
第十五：姚德维
第十六：温淑桦
第十七：杨明樽
第十八：邓碧君
第十九：杨瑷真
第二十：辜雅健
第二十一：叶碧君
第二十二：杨钟城

排名第十一至第廿二的百万雄将和高层合影。（前排左起）黎金凤，陈金泉，罗翠薇，曾晓萍，拿督
卜佛海，郭清江，许春，张裘昌， 黄康元，杨奕顺，陈丽珍，文兆恒，郭富广，李美玲。（第二排左
起）杨明樽, 邓碧君, 杨瑷真, 梁景兰, 陈安琪 , 叶碧君, 温淑桦，林倚如，辜雅健, 姚德维, 李瑞珍。

这项颁奖礼是配合广告部2020年迎春年宴而举办，出席者有广告部的领导层，以及世华媒体执行
董事兼行政总裁张裘昌、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集团首席执行员黄康元、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
星洲日报首席执行员许春及星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星洲日报编务总监拿督卜佛海和各部门总经理。

職員陞遷／調任

1

2

图1至5：通过企
业公关及业务促
进部和全国各地
办事处同事的登
门家访，可以实
地了解学生的家
庭背景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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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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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觉丰
01.08.2020

林安和
01.08.2020

总经理
（南马区）

业务经理
（马六甲）

邱水莲

张淑仪
01.01.2020

吴詠琪
01.01.2020

李彩婷
01.01.2020

01.01.2020
副编辑主任

副编辑主任

副财务经理

森美兰州
副采访主任

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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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建築工業發展局（CIDB）
建築報道傳媒攝影獎
建筑报道传媒摄影奖
亚军：陆家明（星洲日报）

2019年神山新聞獎
时任工程部长巴鲁比安（左二）颁发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
（CIDB）建筑报道传媒奖给陆家明（右二）。

沙巴星洲日报在2019年神山新闻奖颁奖典礼上大唱丰收。左起
为记者刘恭旺、陈玉思、采访主任黄燕萍、沙巴主编李少荣、
助编林欣怡、新闻编辑何静修及记者张健锋。

砂拉越《星洲日报》采访团队再创辉煌，在“2019年第31届肯
雅兰新闻奖”夺下6金4银6铜，包括重点奖项“首长奖”，以
及在3项新闻写作组别（特稿奖、新闻报道奖和体育报道奖）
横扫金银铜奖。

特写奖
金奖：王丽萍（星洲日报）
优胜奖：陈玉思（星洲日
报）

商业及经济报道奖
金奖：王丽萍（星洲日报）
优胜奖：刘恭旺（星洲日
报）

新闻报道奖
金奖：星洲日报采访团队

环境新闻报道奖
金奖：王丽萍（星洲日报）

怡保《送愛回家》活動
遊子為雙親送愛的禮包

特稿报导奖 			
金奖：黄金云、詹予君（星洲日报）
银奖：黄莉清、林淑蓉（星洲日报）
铜奖：何俐萍（星洲日报）		
			
新闻报导组 				
金奖：谢伟欣（星洲日报）		
银奖：傅盛发（星洲日报）

铜奖：吕惠蒂、杨万勇（星洲日报）
				
体育报导组				
金奖：陈家如（星洲日报）
银奖：杨万勇（星洲日报）
铜奖：许向伟（星洲日报）		
			
国油社区福利与乡区发展新闻奖
金奖：杨万勇、詹亨敏（星洲日报）
铜奖：谢伟欣（星洲日报）		

数码经济新闻奖				
金奖：李佩芝、蔡侑蓉（星洲
日报）
		
蚬壳商业及经济新闻奖
银奖：钱甄玲（星洲日报）		
铜奖：何俐萍（星洲日报）		
			
砂能源永续能力新闻奖			
铜奖：杨万勇（星洲日报）

①

受到行动管制令的影
响，星洲日报霹雳州
品牌传播部趁着双亲节特意策划
《送爱回家》爱的礼包活动，让
在外头打拼的游子们将他们对双
亲的思念送达，让爱能够继续传
递下去。
本报也通过该活动化身成
为“送爱使者”，跟随送爱团队
把装满游子对父母的思念以礼包
方式逐一送到府上，所有收礼者
脸上都挂着喜悦的表情，充分地
感受到来自儿女的爱，而无法返
乡的游子们也十分感谢本报提供
的平台，让他们能够将爱传递给
父母，让他们度过有意义的双亲
节。
《送爱回家》爱的礼包活动
是由星洲日报联合The Best Gift
Delivery、Busy Bee、邵师傅国
际烘培艺术学院、Theme Good
天谷及国建专业摄影冲印有限公
司，合力为游子贴心地把丰富的
双亲节礼物送到家门。

因

图说：
⒈全家人合照，一起分享这一份喜悦。

⒉送爱团队在送礼前做最后准备，确保把爱的礼包送到收礼者府上。
⒊收礼者开心地与送爱团队拍照留念，记录这一刻。

②

③

第32期“各國景點猜一猜”有獎遊戲
安慰奖：RM20大众书局礼券 X 33份

2019年第31屆肯雅蘭新聞獎
砂首長獎（中文組）：谢伟欣（星洲日報）

情在人间

部分得奖同事与本报管理层合照留念，前排左起陈金泉、许春、
马金朱和陆耀荣。

首奖：吴葳珊（受众成长与管理部）——RM80大众书局礼券
次奖：叶秀容（广告制作组）——RM60大众书局礼券
三奖：许美莺（财务部）——RM50大众书局礼券

马金朱（广告制作组）
林玉美（广告制作组）
胡蝶菁（广告制作组）
谢宝钻（广告制作组）
谢宜伶（广告制作组）
黄佩钫（广告制作组）
梁桂美（夜班广告部）
章志聪（商业美术组）
陈逸爱（项目组）
颜慧丽（编辑部）
黄永秋（受众成长与管理部）
陈瑞凤（资讯科技部）
赖玉娟（董事办公室）
张佩仪（财务部）
陈盈遐（财务部）
罗钰平（财务部）
黄碧霞（财务部）

陈佰利（财务部）
谢家民（财务部）
林绿庭（财务部）
黄秀萍（财务部）
许珠圆（财务部）
徐碧雯（财务部）
梁慧敏（财务部）
张秋华（财务部）
林春建（行政部）
傅筣雁（槟城办事处）
黄小微（槟城办事处）
邱武才（槟城办事处）
陈慧夷（民都鲁办事处）
张园妹（民都鲁办事处）
郑美希（民都鲁办事处）
美珠（民都鲁办事处）

快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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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國花猜一猜

认出以下各国国花，
把正确答案填入表格内。

3

見證137名得主誕生

学习榜样

“第七屆星洲企業楷模獎”頒獎典禮

1

2
3

4

“2019年第七届星洲企业楷模奖”颁奖典礼在一片欢腾声中圆满落幕！

2019

5

6

7

8
10
9

奖品：
首奖：
二奖：
三奖：
安慰奖：

RM80大众书局书券
RM60大众书局书券
RM50大众书局书券
RM20大众书局书券（33份）


第33期各国国花猜一猜

参赛表格
请在空格内写下

游戏规则：
1. 只限星洲媒体集团旗下职员参加；每人只限呈交一份
参加表格，超过一份者将被取消资格。
2. 填写欠完整，字迹潦草及逾期的参加表格作废；复印
表格亦可接受。
3. 使用不规范简体字当错字处理。
4. 主办单位只接受填写在格子上的答案。
5. 收件截止日期：31-12-2020。揭晓日期另行公布。
6. 答案及得奖名单，将会张贴在总社餐厅布告栏以及传
送到各区经理电邮。
7. 主办单位有权增删规则及作出最后决定，一切上诉恕
不受理。
8. 参加表格填妥后，请放入信封，寄或交至《星洲日
报》总社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部万绮雯收。

答案：国家及国花名。

姓名：

部门／办事处：
电话分线：
电邮：

1： 国家〉

6： 国家〉

国花〉

国花〉

2： 国家〉

7： 国家〉

国花〉

国花〉

3： 国家〉

8： 国家〉

国花〉

国花〉

4： 国家〉

9： 国家〉

国花〉

国花〉

5： 国家〉

10： 国家〉

国花〉

国花〉

年第七届 “星洲企
业楷模奖” 颁奖典
礼于2019年11月1日在实达城会展中心
举行，“终身楷模成就奖”得主丹斯里
林宽城（高产柅品（马）有限公司董事
经理兼首席执行员）和“卓越楷模年度
人物奖”得主林金兴（新兴电器董事经
理）在时任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刘伟强
政治秘书马丁托米的见证下接过殊荣。
本届“星洲企业楷模奖”共有12
个奖项，其他10个奖项是企业持续发展
奖、国际企业卓越奖、零售业卓越奖、
产品卓越奖、服务业卓越奖、制造业卓
越奖、数码与科技企业卓越奖、企业社
会责任卓越奖、产业卓越奖以及企业新
秀奖，见证了137名得主的诞生。
本届“星洲企业楷模奖”是由星
洲日报及星洲网联办，合作伙伴包括
Fine Paper Takeo有限公司、Skynet
Worldwide及实达城会展中心（Setia
City Convention Centre），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则是此奖
项的独立稽查师。
活动支持伙伴有马来西亚中华
大会堂总会（华总）、马来西亚中
华总商会（中总）、马来西亚连锁
协会（MRCA）、马来西亚零售商
协会（MRA）、马来西亚创业促进
会（PUMM）、马来西亚品牌协会

（BAM）、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公会
（SME）、大马电脑及多媒体工业协
会（PIKOM）、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
（MCCC）、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
合会（PUCM）、东盟连锁加盟联邦
（ARFF）和马来西亚企业监管机构
（MICG）。
出席嘉宾包括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
总会长兼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丹
斯里戴良业、海鸥集团创办人兼执行主
席陈凯希、2018年星洲企业楷模奖“终
生楷模成就奖”得主全利资源有限公司
执行主席谢松坤博士、华总副总秘书杨
有为、大马中小型企业公会总会长拿
督江华强、中总总秘书拿督陈镇明、中
总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主任孔
令龙、马来西亚品牌协会会长拿督张启
扬。
大马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总会长拿
督李中平、马来西亚创业促进会总会长
陈礼祥、副总会长马俊豪、顾问和辅导
会长拿督雷智雄、蔡松盛酒行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员拿督蔡国之、燕王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俊祥、实达城会展
中心主管张国平、Skynet Worldwide
（马）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黄卿贤、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陈子明、
Fine Paper Takeo（马）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员锺贵铨、U Mobile企业品牌和

2019星洲企业楷模奖评审们在完成评审工作后与本报高层代表合照。

邱天雄和星洲日报总经理（项目）兼星
洲企业楷模奖工委主席谢念芳（左三和
四）颁赠纪念品予出席嘉宾后合影。

通讯高级经理曾晓燕、E&O市场与销售
高级经理黄伟豪、大马电脑及多媒体工
业协会荣誉主席陈棋雄、马来西亚零售
商协会署理会长刘文英、东盟连锁加盟
联邦总会长拿督杨亚良及马中总商会副
秘书长陈云枫等赞助商和合作伙伴代表
也是受邀嘉宾。
在场的世华媒体集团及星洲日报高
层包括世华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
裁张裘昌、世华媒体集团独立非执行董
事邱甲坤、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集
团首席执行员黄康元、星洲媒体集团执
行董事兼星洲日报首席执行员许春、星
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星洲媒体集团营
运总监（资讯科技与项目）邱天雄及星
洲企业楷模奖工委会主席谢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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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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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爱自己——校园醒觉运动”正式推
介，各界热心人士受促给予大力支持。前排左
一起为赵健诚、颜在强、郭清江、陈大锦、许
春、王超群、何润兴、关明思及陈金泉。

檳城廟會喜慶越夜越精彩

“戴口罩、愛自己”校園醒覺運動

5

首波3企業捐贈18萬片口罩
星洲日报主办、董总、教总及全

由国校长职工会协办的“戴口罩、
爱自己-校园醒觉运动”正式启动，并率先
获得3家企业给予坚定的支持及回响，共同
呼吁社会大众一同推动防疫醒觉。
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星洲日报首
席执行员许春指出，全国学校从7月15日
陆续复课，学校是小孩群聚的场所，为了
学生的健康与安全，当局也规定学生必须
戴口罩或面罩上课。 他认为，孩子的醒觉

教育必须按部就班进行，因此，本报决定
在学校推动“戴口罩、爱自己-校园醒觉运
动”，以培养学生们提高对防疫的意识和
醒觉，进而共建一个更健康的社区环境。
参与这项醒觉运动的3家企业，
Pecca集团和Rentas Health捐献10万片
口罩、特丽美国际美容减肥学院有限公司
捐赠第一批5万片口罩、以及Tiger星洲华
教义演单位捐献3万片口罩。主办单位将这
些口罩移交给捐赠单位认同的学校。

東馬星洲教育展古晉站掀開序幕
50單位參與反應踴躍
2020

在砂教育、科学及工艺研究部长麦哥玛因（中）见证下，
古晋双威学院首席执行员林日策（左二）移交5万令吉的
丹斯里谢富年入学奖学金给星洲日报东马区总经理钟汉城
（左）；右起为南砂区高级经理杨青及世华媒体集团执行
董事张聪。

3

7

饮双赢、鼠年兴旺！第15届槟

双城迎春庙会于1月11日举行，万
人共襄盛举，双双喜喜迎接2020鼠年。
今年的节目依然精彩绝伦，美食更
包罗万象、场景亮丽动人，现场更少不了
“金鼠”这个十二生肖之一的角色，处处
可见它的踪影，包括数十只宠物鼠、米奇
老鼠、杰瑞，还有童玩馆策划的10款“老
鼠”游戏，让一家大小开心度过欢乐的夜
晚。
庙会是由马来西亚皇帽Carlsberg集
团盛情赞助，《光明日报》、《星洲日

报》和北海斗母宫携手联办。庙会今年同
样在北海斗母宫举行，获甲抛峇底华人体
育会协办。
节目在晚上7时拉开帷幕，88头瑞狮
齐集出场，与新山洪扬高跷队陪同嘉宾游
庙一圈，场面壮观。新山洪扬高跷特技队
也远道而来参演，装扮成二师兄猪八戒、
大师兄孙悟空、铁扇公主等向大家拜年，
洋溢浓浓的新春喜庆气息。
最后压轴登场的福建天王小黑，也一
口气唱了6首歌曲，由GS和北海电音三太
子团伴舞，为庙会画下完美的句号。

璀璨廟會花燈海

图1：嘉宾在“双饮双赢，鼠年兴旺”第15届新春庙
会推介礼上，祝贺大家鼠年兴旺。左四起是林志杰、
柯诺琳、陈森宦、许远达、葛利尼、沙迪斯、赖明
珠、黄康元、本报总经理谢进铧及林荣华。
图2：新年市集挤满人潮，好热闹。
图3：由光明日报、星洲日报和北海斗母宫携手联办
的《双饮双赢、鼠年兴旺》第15届槟城迎春庙会万人
空巷，大家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提早感受热闹的
新春气氛。
图4：“鼠”影踪踪，民众抢着和它们拍照。
图5：新山洪扬高跷特技队特远道而来参加演出。
图6：花果山的猴子猴孙也在庙会上大展身手，让台
下观众直呼过瘾。
图7：88头瑞狮与新山洪扬高跷特技队和嘉宾向民众
拜早年的气势磅礴盛大场面。

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和怡保斗母

由宫联办、白世音研究与发展机构

赞助的2020年“金鼠报喜迎新福”庙会连
续举办八年，今年特别注入新元素，举办
全民合力制作的创意花灯比赛，令色彩缤
B
纷的花灯为庙会夜晚更为明亮。
创意花灯比赛获得霹雳州非伊斯兰事
务局主催，并吸引逾400位民众踊跃参与，
他们浑身解数地发挥创意用心制作花灯，
全民合力打造一片壮观的花灯海。66名参
与的民众凭着优秀的作品脱颖而出，赢得
A
C
奖金和奖状。
图A：创意花灯比赛得奖者在花灯海下拍照留念，一起欣赏灯火璀璨的壮丽景象。颁奖的有星洲日报
花灯海也成功为庙会打造一个全新的
霹雳州业务经理冯溍敏、受众与成长管理副经理廖天雄、怡保斗母宫董事卢永邦、中文书梁志伟。
打卡地点，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图B：全民合力打造的花灯海，在庙会上空形成一幅美丽的夜景画。
让庙会增添更多闹哄哄的气氛。
图C：不少民众慕名前来花灯下打卡，拍照录下美好回忆。

連續8年成怡保打卡點

曾翎龙、陈仲伟、王国刚、黄宝莉
叶欣媚、李斯燕、邱国荣、周翠玲
郑德发、陈恕英、魏琴慧

工委会

陆耀荣
万绮雯
曾慧玢

编辑

陆耀荣

稿件收集

陈金泉

汇编

张裘昌、黄康元、许春
郭清江、拿督卜佛海

监督

顾问

开幕礼上，古晋双威学院首
席执行员林日策也移交5万令吉
的丹斯里谢富年入学奖学金给砂
拉越星洲日报，由钟汉城代为接
收。
教育展巡回东马各城市
此次教育展从3月13日开始
举行，首站在古晋，接着是14日
在诗巫、15日在民都鲁、16日
在美里、21日在沙巴亚庇及22
日在山打根展开。
不过，基于爆发冠病疫情，
亚庇和山打根2场活动被迫临时
取消。同时，由于活动是在318
行动管制令落实之前进行，星洲
日报在现场提供免洗消毒搓手液
以及为出席者测量体温等，出席
者亦需填写健康申明表，以加强
对冠病的防疫工作。

2

编委会

在美里站，大学职员向家长和学生讲解科系等相关资讯。

年东马星洲
教育展于今
年3月13日，在古晋铂尔曼酒店
掀开序幕，砂拉越教育、科学及
工艺研究部长拿督斯里麦哥玛因
亲临为活动主持开幕。
国内外约50所大专学府及
教育机构参与教育展，包括大
马、英国、澳洲、爱尔兰、中
国、新加坡及西班牙等。学生、
家长、教师踊跃参与，向大专学
府及教育机构代表了解升学资
讯。多所著名大专学府代表也提
供升学讲座。
世华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张
聪、星洲日报东马区总经理钟汉
城、东马区副执行编辑何俐萍、
砂区高级采访主任陈玉顺、南砂
区高级经理杨青及南砂区业务促
进主任黄立达也出席开幕礼。

6

陆耀荣、李斯燕、万绮雯
洪爱玲、梁秀芳、林美蓉
曾慧玢、戴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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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基金會

“為生命作戰，
行動拯救未來”
抗疫送暖行動

2020年10月15日

星洲日报基金会为双溪毛糯医院送来1500件防护衣及1680件隔离衣。

萬眾一心抗肺炎，以愛傳遞處處情

“星洲人”拓展媒體趨勢
延續媒體使命

洲日报基金会与星洲日报发起，并与马来西亚佛光山、国际佛光会马来西

星亚协会及慈惠堂联手展开的“为生命作战，行动拯救未来”抗疫送暖行
星洲日报基金会捐504隔离衣及1千个护面
罩支援柔佛州麻坡医院。

星洲日报基金会移交200件医院工作服及
1000件隔离衣给砂中央医院。

动，已在东西马各地进行了115次捐赠防护装备给医护人员的活动，同时向全国83家
医院、诊所、洗肾中心和公家单位，捐助了总值约400万令吉的防护用品。
在疫情高峰期间，因应一些前线医护人员的紧急求援，星洲日报基金会多次向好
几家治疗冠状病毒病重点医院，特别是吉隆坡中央医院、国大医院、马大医药中心、
居銮医院、新山医院、亚庇伊丽莎白女皇医院和古晋中央医院捐献防护用品。
这些防护用品包括防护衣、隔离衣、工作服、医用口罩、N95口罩、护目镜、
手套和鞋套等，在前线医护人员极度缺乏防护用品的时候，送到了他们手中，让前线
英雄在救人的同时，也能保护自己。
除了上述防护用品，星洲日报基金会也捐了30套瑞典制造的总值约60万令吉的
电力滤净式呼吸防护具（PAPR）给沙巴州的6家医院，以及一台价值24万令吉的麻
醉机和配件给诗巫医院。
迄今，星洲日报、星洲日报基金会、佛光山已经联手推展了3波的抗疫送暖行
动。第一波行动是为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筹措防护装备，第二波是提供援助金和
口罩给经济拮据的福利机构、第三波是“抗疫捐粮济助福利中心”行动。第二和第三
波行动是援助高风险的弱势群体，让他们能温饱，保持健康，防抗疫情。

沙巴卫生局总监拿督克里斯丁娜(右四)代表接领由星洲日报及沙巴医药协会联合筹募的
医疗防护品。星洲日报基金会也筹集30套动力滤净式呼吸防护具（PAPR）以支援6间沙
巴医院的前线医护人员。

星洲日报基金会联合佛光山和慈惠堂赠送
医疗物资给马六甲柏灵玉诊所前线人员。
星洲日报基金会与合作单位佛光山和慈惠堂共同移交医疗物资
(PPE)给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医院代表。

“星洲人策略伙伴”让企业接触多方
位受众。星洲日报槟吉玻高级区经理
潘友平代表欢迎桥格集团的加入。
晨信-星洲人推出
不同目标受众的
内容与平台。

星洲人每周优惠。

会员网-提供给商
家和会员的平台。

洲日报》走在整个传统

《星媒体转型发展趋势的最

前端，设立“星洲人会员专社”，一个
统一的跨平台会员体系，让会员、星洲
和商家互动、互惠及互利。全球媒体
发展趋势，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和导
向，“星洲人”正好与这趋势契合，务
求更贴近受众，延续媒体的使命。
“星洲人会员专社”是以三个核
心价值为重点，分别是：“内容”、
“互动”及“优惠”。这三个核心价值
是星洲日报将原有最强大的媒体企业价
值，革新开拓为线下线上并存，带来新
的体验和价值，为“星洲人”、商业伙
伴及社群继续提供更增值的服务。
去年9月1日推出星洲会员制
星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指出，适
逢星洲日报庆祝创刊90周年，为了回
馈忠实的读者及更好的服务报社的商业

伙伴，星洲日报掌握时机在去年9月1
日正式推出星洲会员制。
“创刊到现在，星洲日报读者已
经是一代传一代，早已形成一个社区，
这些忠实的读者成为‘星洲人’。”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大家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如果不抓紧机
遇，或者错失了搭上这趟顺风车，恐怕
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首家采会员制新闻媒体
“星洲日报相信是我国第一家采
会员制的新闻媒体。截至2020年7
月，已有20万名会员，当中超过200
名星洲人已赢获各种大大小小的奖赏优
惠，也有数千人参与了全国各地的星洲
人活动。
“星洲人”今后会有更多的互
动、特定的活动，开放给会员优先参
加，像是医药讲座及文学讲座，让星洲

人感觉身处在一个大家庭。”
他表示，只要是星洲会员，都可
以优先报名星洲主办或协办的活动，并
且每年会准备超过100种优惠和赠品回
馈会员。
“我们也会安排交流活动，让总
编辑与读者近距离接触，针对一些课题
进行交流，谈我国的政治局势及媒体的
发展。”
星洲日报各平台有数百万受众，
概括不同年龄层和背景的会员，为了照
顾不同的喜好和需求，接下来更有涵盖
政经文教，医疗保健，科技潮流和娱乐
饮食的活动。
另外，星洲人也得到许多商家大
力支持，踊跃加入商家伙伴的行列，目
前已有超过400家商家伙伴提供各类优
惠。

星洲日报基金会捐献一台价值24万令吉的
麻醉机给诗巫医院，以协助医院对抗疫情。
星洲人在各项活
动领奖-目前已
有数百人赢取奖
项或优惠。

星洲日报、星洲日报基金会以及马来西亚佛光山佛光会三机构，为全马100家经济拮据的福利机构送上温暖。载满物资的货卡车队，
从仁嘉隆佛光山东禅寺出发，为雪隆区的受惠福利中心送上物资，共同为抗疫作出努力。

郭清江及星洲日报总经理（直接营收）杨奕顺一起
为星洲日报与苹果旅游联办的有奖竞赛活动主持推
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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