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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河壮
彩��春�月新

�迎新�家家福
国展����春

喜�人�逢盛世
春盈大地舞金�

�春�在�代的中国�很流行,最近我返
���同安,安溪,南安市�地区,常看到家家�
�所�的����。春�不��来春回大地的
气象,也会振�人心,迎接欣欣向�的一年。

礼俗包含　忠孝仁�

在 我 国 , 春 � 在 � 人 社 会 已 逐 � � 化
了 , 我 � 普 通 看 到 的 春 � 只 是 象 征 吉 利 的 
“春””福” 或 “恭喜��”等等,很少看到
�新的��。

��新年(春�)的�祝活�,是从��正
月初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一�十五
天,人�有充裕��向�友拜年。

�到本地�人�年,最重要的莫�于在除
夕吃���,家人的�聚往往令一家之主在精
神上得到安慰与�足,并�一家大小可共叙天
�。其他�年�俗包括拜年,送柑,派�包,祭
祖,送�神,送礼,舞�等,不少本地�人仍沿�遵
行。

�然要了解���日与�俗的意�非三
言��所能道尽,但是,宗��体���法使年
�一代重新���礼俗�生�趣,因���礼
俗包含了�族忠孝仁�的美�,是个人修身和
国家��的要素。建立正�的道�价��,也
有助于�持社会的�定与和�,决不可淡然�
之。

(梁丁�撰)

公元2005年是乙酉年(属�),而正月初一
是在2月9日(星期三)来�!

��正月初一是中国主要的���日,�
个佳�称�“春�”,因�中国原���国,�
民��一年辛勤��之后,在�末年初之交,便
以��收�物来祭祀�神和祖先,以感�大自
然之恩�。

在新加坡,由于社会与教育文化的��,年
�一代的�人����日的意�已不大了解。
幸好有�当局�来把��新年(即春�,又称�
�人新年 Chinese New Year)列�公共假期,�
人家庭多数�保留�年的��,至少仍有万象
更新的气息。

其�,�人的���日都是家人�聚的美
好�刻,即使是��新年也有追念祖先,加�家
庭凝聚力的意�。因此,本地�人如要代代相
�,�承�良��,保存���日�然��重
要。

根据��,�人不�尊敬在世的��,也尊
敬祖先。�人相信,�一代的成就在一般程度
上是上一代人行善��所�来的;而�一代人
行孝,可作�下一代的��。因此,�一个�人
�日的礼俗都包含了�念祖先的�式和意�。

有�于此,作�宗��体之一,本会将竭尽
所能,在今后多介����日的意�与礼俗,�
年�一代多学�,多了解,把�秀����光
大。

随 着 � 年 来 � , � 我 � 先 来 欣 � 一 些
以”�”��的”春�”(也叫着��,��,桃

符,��等),以感受 “金�”所�来的春意。

万家�叫普天�
一夜�和遍地春

�日当空春不老
金���我争先



什�是�嘱?�什�要立�嘱?立�嘱有什
�好�?没立�嘱又会面�什���?�一�串
的����,引起�多人的�注,有�于此,我会
副会�淑菁女士特地安排一���公司“�嘱
与信托”私人有限公司的��人前来公会礼堂
主持一��座,果然�得会�和公�人士的�烈
��,当天出席人数爆�,整个礼堂座无虚席。

什�是�嘱?且听��人士怎��,一位主
�者�,�嘱是一�受法律承�的文件。当立�
嘱者�世�,它将可提供妥当的管理与分配他的
���他的受益人。

所以,立了�嘱,�可���的�行人,受益
人及幼童��人,�保�的至�和幼童的将来已
安排妥当,借此��他�未来精神及��上的�
担。

如果没有立�嘱,法庭将会指定�的�行
人,受益人及幼童��人。

主�者指出,�嘱策���受��格的�
�,他�随�都可提供�便的立�嘱方法。

听完�座,出席者也�烈��,他�的��都
�得��的答�。所以,不少人立即委托�嘱策
���公司�他��立�嘱,而且在收�方面得
到�惠。

“温馨洋溢�中秋”
�中秋, 提灯�是小孩的最�

小孩�提灯�, ���他点��

游�扮 “玉兔”比�

除了吃月�, �有自助餐, 
�月之余, 大快��

福利股主任�木宗�(左二)
�公会�丁清海(左一)介�美味食物

�余歌手方金星与
�志福合唱一曲

月到中秋分外明,今年的中秋

�,公会康�股也不例外于9月25日

在公会广��行“温馨洋溢�中

秋”���会,三四百名会�宗�

携幼扶老来参加,盛况不�往年。

康�股��人在�目安排方面

�尽心思,力求做到多姿多采,除了

提供�拉OK歌唱之外,�安排了游

��目,如: 猜灯�,�麻将,扮玉兔

等,此外,�有�富的幸�抽�,家庭

幸�抽�及大抽�,参加者都尽�

而�。

当 天 , 正 好 是 � � 八 月 十 二

日,也是我会永久�誉会�/��加

曾宗�的生日,所以,我�准�了一

个蛋��他老人家做生日,唱生日

歌,祝福他福如�海�流水,寿比南

山不老松! Happy Birthday!

�祝中秋�,不只是吃月�品

茗茶而已,�有�盛的自助餐,在皓

月当空的夜�,会�宗��聚集一

起,一�吃月�一��月,�有一番

情�!

国�日�座 “�嘱与信托”

�嘱与信托公司的��人向出席�座的会��
述立�嘱的重要性

一名听�(右)向主�者提�,要多了解法律程序

主�者以手提��放映幻灯片,���一目了然

主�者不�其�地�述立�嘱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股主催



福利股主人�木宗�呼吁会�宗����族��的孝心�言孝道,�祖先要尽孝
道,�在世的��要有孝心,�后代子�知道�是世代相��系家庭凝聚力的基本要素。

他是在公会一年一度的冬至
祭祖及��第十三届度�金�式
上致��作出上述呼吁,他��年
冬至,公会在梅�堂宗祠��念祖
先考妣�行祭拜,今年,有�位宗
��其先人晋��生禄位,�式�
��但却很庄�。祭祖�后,�午
餐招待宗��。

席�,邀�公会永久�誉会
�/��加曾宗���一年一度的��度�金�十位年逾六十的老宗�,�然�只是区区
的二百元,但是,在�个不景气的年�,或多或少可以�助他���日常生活上的迫切需
要。更重要的是把一��心和��宗�的��,也就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崇高精
神,世世代代延�下去,�往�来,��光大。

他指出,�年冬至祭祖能���利利,����的�行,主要靠会�宗�,善�仁翁的
�心捐助,并得到大家的�烈支持及踊�参与。

祭祖及��第十三届度�金�式
上致��作出上述呼吁,他��年
冬至,公会在梅�堂宗祠��念祖
先考妣�行祭拜,今年,有�位宗
��其先人晋��生禄位,�式�
��但却很庄�。祭祖�后,�午
餐招待宗��。

席�,邀�公会永久�誉会
�/��加曾宗���一年一度的��度�金�十位年逾六十的老宗�,�然�只是区区
的二百元,但是,在�个不景气的年�,或多或少可以�助他���日常生活上的迫切需
要。更重要的是把一��心和��宗�的��,也就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崇高精
神,世世代代延�下去,�往�来,��光大。

他指出,�年冬至祭祖能���利利,����的�行,主要靠会�宗�,善�仁翁的
�心捐助,并得到大家的�烈支持及踊�参与。

11月28日星期天,一大清早,公会会所聚集了好多��会�宗�,情况好不�

�,�不是常有的�象。�是配合我国一年一度的��周,公会福利股��一��

数47人的��会�宗�前往万里�物�参�,�然,参��物�是很平常的一回

事,可是,�于��会�宗�来�,却是�得一游的,所以,�名反�相当�烈。

福利股包租一�豪�冷气巴士接�参加的��宗�于当天早上九�从会所出

�直赴万里�物�,福利股也��一��委理事和委�照���会�,�他��得

互助友�的可�与温馨!

游�物�除了��各�珍禽��之外,更�得一�的是�物表演,如身手敏捷的

猴子潜水,猩猩的作�,博取游人的�笑和掌声,尤其精彩的一幕莫�於当指��把

蟒蛇,毒蛇�到��席与游人同�,�于蛇有人喜�,有人害怕,所以,有�,有喜,表情

反�截然不同,无�如何一�人�人蛇近距�接触的�身体�留下深刻印象。

没有去��物�不知道�物�之大,午餐��要到了�没有走完整个�物�,�

有�多�物也没有看到,�了要�回公会会所�午餐,只好就此收�,一��盛的午

餐�束一天的游�!留下快�与美好的回�!

冬至祭祖及��度�金

宗祠梅�堂祭祖�的膜拜�式

参与祭拜的宗�在�找祖先的神主位

本会永久�誉会�/��加曾宗�(右二)��2004年
度�金�一位��女宗�(右�福利股主任�木宗�)

捐二千元��
海�掀起�涛�浪，造成人命�亡，生��炭。�物�失
惨重，留下�目�痍，缺粮缺水，引起全世界展�空前的
����。我国民�����如火如荼。我会基于人道精
神，从福利基金�出二千元��，捐款于1月10日交新加坡
�十字会。�是一�非常有意�的工作。

�,�不是常有的�象。�是配合我国一年一度的��周,公会福利股��一��

数47人的��会�宗�前往万里�物�参�,�然,参��物�是很平常的一回

事,可是,�于��会�宗�来�,却是�得一游的,所以,�名反�相当�烈。

�直赴万里�物�,福利股也��一��委理事和委�照���会�,�他��得

互助友�的可�与温馨!

猴子潜水,猩猩的作�,博取游人的�笑和掌声,尤其精彩的一幕莫�於当指��把

蟒蛇,毒蛇�到��席与游人同�,�于蛇有人喜�,有人害怕,所以,有�,有喜,表情

反�截然不同,无�如何一�人�人蛇近距�接触的�身体�留下深刻印象。

有�多�物也没有看到,�了要�回公会会所�午餐,只好就此收�,一��盛的午

餐�束一天的游�!留下快�与美好的回�!

11月28日星期天,一大清早,公会会所聚集了好多��会�宗�,情况好不�

福利股主�一年一度
��日郊游----参��物�



前年(2003年)冬至�,我会���家�翔云�的梁氏��会的

隆重祭祖典礼,特��于20/12/2003 出�至25/12/2003年回返。

隆重又庄�的祭祖�式于21/12/2003冬至正日晨�行。当

�,宗祠内外,都��非常,各��都很�切的与我会各��交流�

短�。此次受邀参加祭祖的宗���,除有地方�官外�有在厦

��商的永�宗�,�泰�的����新�工�区的��与�泰

二位宗兄,及���泰吉美自然村重建梁氏宗祠的董事��文宗

�。他�在家�翔云的祭祖�式后,很�情的邀�我�能到�泰

�去参�游�,并参加当地二�宗祠的祭祖典礼。因�二�宗祠

原定于冬至正日(21/12)�行。但因�知我会将��前来家�祭

祖,故特安排他�的�式延后一天�行,以方便我�能前往参加。

可是当�多数��在翔云�尚需�理多�任�,故不便赴会。但

�他�的特�安排及盛情的邀�,我�感�,由我代表公会去赴

会。

隔天(21/12)清早,永�宗��自派来�由海�兄��,来�

�大厦接我,直奔�泰�。�泰��海,距厦�市�一个小�的�

程。�内�有�泰新�工���区,在��与�泰二位宗�的大

力推�下,引�了不少跨国企�到来投��厂,��泰�的��作

出�献。此外,�内也有数个�景宜人的自然村,并盛�水果。我

�一行人参�了由��宗�介��泰工�区后,与�泰,�文分乘

三部�直往吉美自然村的梁氏宗祠,�宗祠在�文宗�指�下,已

重建完成。沿途中,因恰逢甘蔗与�橙�收的季�,所以,芬芳的水

果味,�鼻清香。到�又可�到大�儿割收甘蔗,而群蜂在空中�

��舞,像是�迎�方客人的到来,真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了吉美村的宗祠后,受到�多宗����的�迎,而�文

宗�又引�我到�参�在他指�下的宗祠重建成果,真是美�美

�。此�,宗祠内不�人潮�踊而不少蜜蜂也到��舞。在主人

看那香��的火��在冒烟!
�中前排左起: 奕�, �泰, 奕嵩(本会会�)��
后排左起�: �文及�泰�宗祠的理事�

本会会�与�泰�宗祠的各理事於招待午餐�留影

蜜蜂也�来祭祖
会�: 梁奕嵩

的盛情推荐下,安排我也是主祭者之一。当我持香恭敬的站立在

各祖宗神位前,��祭文也�始了。但此��舞在空中的蜜蜂却

有多只停留在我的�上及�上,我不�感到��又害怕,尤其因�

多只小蜂在�上不停的来回爬�,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敢用手

去�掉�些蜜蜂。因�庄�的祭礼正在�行中。所以,我身不由

己,心里只好默默的祈祷,同�也向�些蜂哥儿�”��也�来祭

祖�!”�也奇怪,当祭祖�式完�后,我�上及�上的蜂儿像是也

感到大功告成,一只只的分���去。所以,此刻我才感到大�放

和�松,�上�留下蜂儿在爬�的感�。但是,��奇特的�象,更

使整个祭祖典礼�添光彩!

完成了吉美村的祭祖后,我�一大�,又立刻�赴第二个任�

到坑柄小自然村的宗祠参加�一个祭祖�式。坑柄的宗祠仍保留

原本古老的建筑。但各宗���,均一��情招待。真使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

完成来�泰的�个自然村的祭祖�式后,二个宗祠的理事

�,又很�情在当地餐�招待午餐及�餐,并提供�富美味的天然

野味,如吃笋的山��,野蜂�,野山�等。真令人�往。据��

泰�内�有我族�人�三千左右,但以他�的互相��,真

�合作的精神,在小小的二个自然村就建有二所宗祠,真

�能可�,令人敬佩。

在参加了家�翔云�与�泰的宗祠的祭祖�

式,�知在���典�只准年逾六十者或受�中学

以上的高等教育,或担任地方�官者,方才�准参

加,�与我�本国的宗祠的祭祖活�,略有不同。我

�不分男女老幼,无任何条件的限制与�束,皆鼓励

�迎参加我会主�的春,秋二季的祭祖活�及其他�

典。。而且,我�更企望更多的年青男女,他�能更

好的了解�些���日的意�与重要并加以�承延

�,以免被`他国申��自己的文化��。而�年的春

秋二祭,皆�在星期日的公共假日�行,而参加人数也

一年比一年的�多是个好�象。



新加坡南部島嶼一日游

�新概念
�画合一的概念，就是把中国�法和

�画融合在一起，使水墨画形成一�新的�
格，新的���貌。

以字�画
以字�画，是�粹以�法，用不同的�体(如

行、草、楷、篆、隶等)和�淡的墨色，以及不同
的字体��，写成一幅只用�法�成的画。�字
的�法，是世界上唯一的一��言符号(文字)，可
以当作一件��品来欣�的文字。而且，�字更
有多�字体，�一�字体都有它自己本身的特殊
��。一幅行�或者一幅草�，写得��墨舞，
装�起来，就会呈�出一�富有美感的画面。甚
至一位不��字的人，看了都会�生一�美感。

以字�画，就�一�地把����美感提升到�一个境界。�例来
�，“天�地久”是�粹以�法�成的一幅画。它是利用草�、篆�和隶
�三�不同字体�合而成的。“天”字以草��写，用墨�淡交�，看去
像天上的云。篆�“�”字把最后一�拉�，目的是要把天�地久中�久
的含���出来。而“地”字就把最后横的一�拉�，使它�示出大地的
广���。把“久”放在最后，�示大地永恒的存在。整幅画的�思，是
要把天�地久�句�的内在含�，通�特殊的�法表�，白的空�和整体
��，使��者能从��上感受出来。

�画合一
�画合一是从“以字�画”的基�上，所作的�一��展，是把字融

入画中，使它成�整体的一部�。�也是作者真正致力去��、去探索、
去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中国水墨画的特点是它不完全写�，也不完全抽象，它是写�与抽象
的�合。有�写�的成分占多一点，有�抽象的成分占多一点。把�法融
入画中，使画中有字，字中有画。�画合一是把中国水墨画中抽象的成分
�加了，但并不至于完全抽象。

�画合一，固然使画中抽象的成分�加了，不�从�一个角度来看，
它却使画的含�更加明�。只要�得�字的人，看了就会理解画中的含
�。如“天人合一”和“寿比南山”��幅�画合一的画，它可以�加画
的意趣，���的人有更多的空�去探索画中的寓意。

�画的��与�新 名誉会�: 梁�基博士

��与�新
�新�法必�建立在��的基�上，因��法和�画�者的�合，是

相�相成的。�法的基�不好，当我�把�法融入画面�，不但不�和，
�会破坏整幅画的�一性；同�的，�画的基�不�好，字和画放在一起
�，也会使画面中的字和画，�得格格不入。

有些人�没有把基�打好，就急于�新。也�偶然会写出一些有新意
的作品出来，那只是偶然的，不是��的最高要求。即使只在�法或�画
一方面，取得成就，也需花一番功夫，把基�打好。没有好的基�，随意
��，是不能取得好成果的。

��
融合�法和�画在一起，是一�新的��，使画面出�一�新的�

格。固然，不是所有的字，都能和画配合。�要看字的��、形象、含
�、和画的内涵，是否能��合在一起。除�以外，�要加上想象、�用
和�化，才能把字画�然融合，成�一幅有意�的作品。

作者希望从�探索中，�中国水墨画�找出一个新的�展方向。自古
以来就有所��画同源之�。既然同源，自然就可以�合在一起，流向同
一方向，流向广���的��海洋。

最后，作者�以近日所作的五首七言�句，�本文作�。
其一
亦真亦幻立新�，梦里山河�亦同。
�下写成忘我境，如山如水字如峰。
其二
亦�亦画�新�，�底山河自不同。
墨韵如�添逸趣，天人合一字成峰。
其三
画中藏字字藏峰，�画渊源自古同。
且将�画相融合，�情画意在其中。
其四
字中有画画中�，墨趣�然溢�姿。
融古于今�趣意，人�天上画成�。
其五
青山�水字中�，写出人�画外姿。
只与幽人共解�，云山深�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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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青年團于2005年元月一日主辦的活動“新加坡南部島嶼一
日游”吸引了大約80位老老少少的公會成員參加。

盡管于十二月廿六日剛發生不久的印度洋奪命大海嘯災難及最近
几天來的連綿細雨，也阻擋不了團員們樂融融的參與興趣。當天雖然
天氣還是有點惡劣，但團員們個個都已經在心理上有所准備。

我們當天在早上九點十五分于公會集合，九點三十分就浩浩蕩蕩
乘著巴士從公會出發，十點正抵達紅燈碼頭。然后于十點三十分乘著
在設計上帶有點古色古香的豪華游輪“鄭和”號開始進行我們游南部
島嶼的行程。大約在早上十一點三十分，我們停留在龜嶼島，老一輩
的成員們在這里燒香拜拜，過后大家在島上享用由大伯公廟主持替
我們准備的豐富午餐。午餐過后大家自由自在于島上自由活動，
漫步。雖然當天細雨斷斷續續，我們還是照原定的計劃在島上進
行我們的游戲節目，帶給成員們一個歡樂的下午，大家也都玩的
不亦樂乎。

我們于大約下午四點離開龜嶼島，再乘著豪華游輪“鄭
和”號繼續繞南部島嶼行程，沿途經過聖約翰島，姐妹島，遠處
還可以看到毛廣島，過后來到新加坡最大的島嶼聖淘沙島，還有

布拉尼島，再經過繁忙的丹禺巴葛箱運碼頭，最后我們于大約五點四
十分安全的抵達紅燈碼頭，然后乘著我們所預備的巴士車回到公會，
結束了一天愉快的行程。

這次的活動，讓我會成員們有機會能夠歡聚在一起，迎接2005年
新一年的到來；從而也使我會青年團體會到主辦活動時所意想不到的
突如其來的未測事故及發揮團體的合作精神，讓活動能順利完成。



2004年9月4日的下午,是个非常吉祥��的下午,我与永久�誉
��汀洲宗�及各理事�,都会集在会所�烈的迎接来自�方各地的
宗�会代表�,他�有来自台湾,香港,澳�,与�来西�各州的�城,柔
佛,霹�,�六甲,吉打与玻璃市的吉玻等一行八十位�程的来我会�
�。他�此行也是趁星洲梁氏�会��55周年及�祝�女�成立3周
年的�典之邀�。

各宗�会代表抵�会所后,本会各理事急忙招待他�,并首先向
我�的各祖�: ��岩清水祖�,�音菩�,祖叔公,田洋�大人及十班
公行三鞠躬礼,并随后也安排到梁氏宗祠向我�的烈祖烈宗行三鞠躬
礼。�接着并引�他�参�我�的会客室,行政�事�,�拉OK歌唱
室及�女�会�室。�后便引�代表�上楼参���室及会集在礼
堂�行迎�会及互相介���。

在迎�会上,我代表本会向各代表�述我会的会�概况,并介�近
期出版的会�。�后,大家互相��的交流及探�各自的会��展,并
且在交流会上,我�也�知��最大的代表�,�是吉玻州的梁氏宗�
会,�近30位代表,同�其会���宗�也�述他�的宗�会,是由吉

打州与玻璃市二州�合�
成,并表示希望在2005年
���祝会所落成典礼。
届�,他�将会邀�各地
的宗�会代表来参加�
典。�是个非常高�的好
消息。同�我�也�祝他
�的新会所完工及�典成
功�行。

整 个 迎 � 会 在 一 片
�切真�的交流气氛中
及���一句�后�利
完成。我�也�送我会
的“梁”氏�念杯与会�
�各代表留念。我�先行
安排大部分代表先回酒店

休息,以方便他�准�参加当�星州梁氏�会的���宴,而只留下世
界梁氏宗��会的工委会代表,他�都同意�趁此机会,�行工委会会
�,并同��草�的章程�行探�及��。

有�世界梁氏宗��会工委会会�
此次出席工委会会�的代表共有五�宗�会的代表即:-

1. �城的梁氏家�的代表:道生宗�

2. 台北世界梁氏宗�会代表: 隆源宗�,��与楚瑜宗�

3. 麻坡梁氏宗�会代表:梁琥宗�
�委的�

大地回春 , 万象更新
从2004年(猴年)�入2005年(�年),整个世界在��和改

�,我国�袖呼吁国人����,放眼世界,��“人人�社会,社
会�人人”的理想,�保和衷共�,全民��。

在我国,年�一代不�必�在科技�域�上�代,也�多了解
��文化和礼俗,才能保留�族文化所推崇的忠孝仁�美�,�而
�助社会�持�定与和�。因此,本会将通�介����日的意
�,把�秀文化��光大。

在�委会�中,大家都同意本会���引��心本会,�意�
本会服�的人才,�助推�会�,尤其是�任理事会将任�,而将
于2005年初改�。

除了以上��要点之外,本期会�也向会����世界梁氏
宗��会的���展情况,�大家�全球梁氏宗�的���呼。

在各�活�方面,�委收到�文并茂的��,可�各���
人都很尽�去推�活��目,尤其是去年8月8日�行的国�日�
座,吸引了各界友好的�烈参加,�大家了解立�嘱的重要性。

新年来�,新年�来新推�力,希望各�再接再�,多�会�
�安排精彩而有意�的活�,也�会�提供�料-----�是�委一
致的希望!

4. 霹�梁氏宗�会代表: 
其昌与��宗�

5. 新加坡南洋梁氏公会代表:
奕嵩与汀洲宗�

6. 列席者:
 吉玻梁氏宗�会代表:  

��与�光宗�

在工委会会�上,我会代
表秘��将已草�的�会章
程,分派�各代表��。�
后,�城梁氏家�代表道生宗
�也在会上�述有��会及
工委会的�成,并指出在去年
泰南勿洞的梁氏宗�会�行
宗祠落成�典�所�行的工委会交流�,一致授��城梁氏宗祠及新
加坡南洋梁氏公会��起草章程。

我会代表之一,永久�誉��汀洲宗�也在会上指出章程的草�
是非常重要及

有�成立大会的��。同�,我也指出有�章程的草�已��与
�城梁氏宗祠代表交流及��后,才草�完成,而且也考�各国的不同
法律制度��,才作最后决定。台湾宗�会代表隆源理事�也在会上
反映�大家知道有����会在台湾所面�的各�法律��。

最后,��一番��后,大会提出�点修�,即(一)世界梁氏宗��
会的主席只能�任一届,即任期最��四年。(二)主���大会的主
��位�大会的当然主席。

会��在近当日下午五���束。我也代表我会在当�星洲梁氏
�会的���宴�将最后修�好的�会章程分派�各宗�会的代表。

��的邀�
我会非常�迎世界各地的宗�会,如来新加坡游��,能抽空来我

会参���及交流。我会 当尽地主之���招待。

��:会� 奕嵩�烈�迎�方的宗�会代表

本会永久�誉��汀洲宗�(前排左二)及
会�奕嵩宗�(左三)向各地梁氏宗�会代
表介�我会的会�概况

来自各地的梁氏宗�会的代表�莅�我
会,在我会会�奕嵩宗�(右三)的率�下
向��岩清水祖�,�音菩���神敬香

活��告

一) 新春�拜(10/2/05)正月初二

二) 正月初六清水祖�����神千秋�典(14/2/05)

三) 清明祭祖(4/05)

四) 会�大会���(17/4/05) � �助学金��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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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股主人水平与康�股副主任何美�伉
�,�其�公子世本君完婚,大喜吉日特��千元捐作
公会教育基金,惠及宗�会�子女,�掖品学兼��
�学子,�心公会,教育事�尽心尽力的精神,式足�
佩,并�宗��立楷模,�感之余,特此申�!

��

本会名誉会�三旺宗�令兄天从老先生辞世,将公会
互助部第三期�属他名下�得的互助金共�三百�拾
�元�角壹分($376.61),捐作公会教育基金。
本会副��永武宗�令祖母翁氏老太夫人辞世,居�
期�将公会�委理事等所捐的����公会的教育慈
善礼券共得壹千�百肆拾元正($1640.00)捐作公会教
育基金,�三旺宗�及永武宗��位�心公益,好善�
施及��公会的精神,仁���,式足�佩,并�宗�
�立楷模,�感之余,特此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