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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要把今年公会庆祝 周年钻禧纪念的信息传送到每个会员

家庭，我们不但通过《会讯》报导有关 周年钻禧纪念一系

列活动,让会员宗亲清楚和明了公会的动态,并鼓励他们踊跃参与各项纪

念活动,从而让这一系列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波又一波推向最高潮!

随着<会员家访>从6月份开始直至7月底为止,这是执委会倾全力展

开最大规模的队伍进行会员家庭访问,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能与会员面

对面的交流,进一步拉近会员与公会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争取会员宗

亲的全力支持,参加即将于今年12月9日假海皇剧院酒楼举行的 周年

钻禧纪念联欢晚宴暨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会,并慷慨捐献使整个庆祝活动

推向最高潮而圆满闭幕!

会员宗亲们,当我们的<家访>队伍来到您家门口时会先带给你们一份 周年纪念小礼物,这是公会报

答你们多年来的支持与合作的一点心意,请伸出你们的双手,让我们紧握着手,心连心,团结世界梁族宗谊,迈

向新的里程碑!

出版《 周年钻禧纪念》特刊是另一项庆祝形式，总结公会过去15年来的会务，向会员宗亲汇报点点

滴滴，并搜集世界各地有关梁氏的史实与珍贵的资料留给后人参考，世世代代万古流传，使这本纪念特刊

内容丰富充实，可读性高，人手一本脍炙人口的刊物。希望在商界的会员宗亲能以实际行动—-惠登广告，

支持这本特刊的出版！

《会员家访》把 周年

钻禧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鸣 谢
本会会员堡渌令婶及宝吉宗长令堂卓氏腰太夫人逝世期

间，节省治丧费用拨5000元予公会充作教育基金之外也将其
名下应得的互助金438.39元捐献给公会。

堡渌与宝吉堂兄弟办丧事不忘慈善,好善乐施及热爱公会
的精神，仁风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楷模，铭感之
余，特此申谢!

康乐股为配合公会庆祝 周年钻禧纪念将主办《钻禧年斗歌竞艺卡拉OK歌唱比赛》，为一系列庆典活动掀起另

一层浪，冲击着每个会员，让我们一起来飙歌，为欢庆的节日的到来而痛快地歌唱吧！

欢迎会员，各股委员及康乐股活动成员参加，备有丰富奖金及奖杯：-冠军200元，亚军150元，季军100元，殿军

50元及第五名40元，以及各可得奖杯一座。10位特优奖各可得奖杯一座，15位优秀奖各可得奖杯一座。服装奖及台风

奖各一位，各可得奖金30元及奖杯一座。比赛订于9月30日(星期六)举行.

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费每位20元，报名截止日期: 9月16日。请向秘书处索取报名表格。

鸣 谢  
本会执委奕淡宗长令德配王氏翠莲夫人逝世，居丧期间

将公会执委理事等所捐的帛金转购公会教育慈善礼券共得
1730元，充作教育基金。

奕淡宗长办丧事不忘慈善，好善乐施及热爱公会的精
神，仁风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楷模，铭感之余，
特此申谢。

清明节活 动

小宗亲也来祭祖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颁发互助部
的奖励金予其中一位得奖的宗亲。

清明节上坟扫墓是华人的传统习俗，清明节前后10天内

为扫墓日期，如要修墓或拾骸移葬，则不用另行择日，

凡事无忌。扫墓时要除荆草，培墓土，描碑文(须用红漆)，

献“纸钱“，然后上供果，点香烛，烧金猪，或放鞭炮，寄

托哀思，缅怀先人。

我会每逢清明节都在宗祠举行祭祖仪式，会员宗亲们聚

集一起拜祭祖先，或神主位晋驻仪式，简单隆重，孝心表露

无余，感人肺腑。

福利股主办清明祭祖延续过去的传统和习俗获得会员宗

亲们的热烈响应，在宗祠祭祖对先人的缅怀与追思，意义深

长。

鼓励会员宗亲发挥互助友爱精神

互助部也趁清明祭祖这个节日，颁发奖励金给2005年度

探丧与送殡出席率最高的25位会员宗亲(包括执委理事)以资

鼓励。

亲 善访问马六甲梁氏宗祠
去年十月吉玻梁氏宗亲会的庆典期间，马六甲梁氏宗祠主席德宗宗长，热诚的邀请

我会前去拜访该会。盛情之下，我会特予今年五月20日与21日组织了一个四十
多人的代表团，前往马六甲亲善拜访梁氏宗祠。

两天的时间虽然很短，宾主两会却进行了非常融洽且有意义的交流。这两天里，
又有午宴，晚宴，茶点交流，也有卡拉OK,欢愉之情,明显可见.

亲善访问最后以两会宗亲们合唱一曲〈当我们都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当我们都
在一起,真快乐无比⋯⋯〉的歌声中,互道珍重再见.尤其是在今年十二月我会的七十五
周年钻禧纪念庆典时,更要再见!

比比看,谁的脚大
进生会长代表我会与马六甲梁

氏宗祠代表交换纪念品我会代表团亲善访问马六甲梁氏宗祠

欢迎花车驾到!

亲 善访问香港澳门梁氏宗亲会
今年六月八日至十一日，我会组织了一个14人港澳访问团，一来

是出席澳门梁族联谊会（梁长寿堂）建会七十周年纪念庆典；
二来也拜访侨港开平梁族宗亲会。访问团获得了香港开平梁族宗亲会
理事长健成宗长及其理事宗亲们，以及澳门梁族联谊会理事长仕友宗
长及其理事宗亲们的热诚招待，宾主更进行了非常融洽的交流。

在澳门也遇见印尼梁氏宗祠基金会的代表团，他们赠送我会一
面锦旗和一本百周年纪念特刊。

我们也特别邀请各会前来参与我会的七十五周年庆典。到时，
世界各地宗亲齐聚一堂，将会有另一番盛况。

这一趟，我们也拜会名誉会长披云宗长。披云宗长已有百岁高
龄，依然运笔如神，当场为我会七十五周年纪念题字，赠送其个人
专辑，给予我会留念。让我们获益不浅，不虚此行。 参加澳门梁族联谊会七十周年庆典与各宗亲会代表合照。

我会代表团拜访侨港开平梁族宗亲会。

百岁之披云宗长为本会
七十五周年纪念题字。 本会代表团拜访名誉会长披云宗长。

在永久荣誉会长加曾宗长及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的率领下，
一行人包括副会长清福，总务水平连同厦门，南安翔云宗亲

等于4月15日前往浙江省苍南县访问梁氏理事会，受到该理事会
会长祥王宗长及各地宗祠所有理事宗亲们的热情款待，彼此间融
洽地交流，虽是第一次访问，却建立深厚的宗谊，并为将来的联
系奠定基础。

我会代表访问浙江省苍南县梁氏理事会时与当地宗亲父老合照留念。

苍南县的父老宗亲们为到访的客
人举杯共饮，促进宗谊。浙江省苍南县的梁氏宗祠之一。

浙江省苍南县的梁家村约有七千多人，是三百多年前从福建翔
云移居的梁族后裔，他们寻根而回到翔云祭祖，追宗溯源三百年前
是一家，这份亲情难能可贵，应予重视与珍惜！

欣逢我会 周年钻禧纪念之际，我们也将邀请苍南县的宗
亲父老组团前来出席我们的庆典，让我们尽地主之谊接待他们共
聚狮城！

活 动 预 告

一） 庆祝中秋及儿童节 ................................9月30日(星期六)

二） 钻禧年斗歌竞艺卡拉OK歌唱比赛 .........9月30日(星期六)

三) 冬至祭祖 ............................................12月17日(星期日)

康乐股主办
钻禧年斗歌竞艺卡拉OK歌唱比赛

编 者 的 话
各位宗亲朋友们，现在读完会讯，你们不单是会

讯的读者，也是会讯讯息的传播者，执行者。请即刻
行动吧，让我会钻禧纪念庆祝热浪继续升华。

6，7月间的家访，是我们的全面行动，不只是联
系情谊，更重要的是大家密切合作，务使〈75钻禧纪
念〉庆典是我们每个人成功的典范，一个美好的回忆
历程。

精美的纪念邮票买了吗？想不想拥有那〈天价〉
的纪念邮封？那将是你的永远纪念，永久的收藏。要
怎样才能得到它呢？请尽快报名参加纪念庆典宴会，
凡出席者都能得到这份美丽的赠品。

由于工作繁忙，本期会讯时是今年最后一期的会
讯出版。接下来,请诸位耐心等待我们的纪念特刊出版
吧！

宗亲朋友们，请记住啊，我们12月9日的约会。

还有，别忘了我会首创的历史摄影展，从12月1日
开始，我们一连7天恭候大驾，你一定要来！

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为公会的未来共同努力！

亲 善访问浙江苍南县梁氏理事会



随着纪念邮票于今年正月初二发行仪式之后，接着我会将于今年12月9日发行纪念封，这将与 周年钻

禧纪念联欢晚宴相得益彰。纪念封已经设计好了，即将付印，在发行日之前送去邮局贴上邮票盖上邮戳

日期，并将于联欢晚宴当晚随同75周年钻禧纪念特刊与摄影专辑赠送给每位与会嘉宾，人手一份作为纪念，意

义深长。这种形式不只是公会的首创，也是开我国会馆，宗亲会及社团之先例，这项限量发行的纪念封，希望

会获得会员宗亲的激赏，珍惜与收藏。

我梁氏先�于1913年�起�建梁氏宗祠，1928年完成。

随后于1932年1月16日成立梁氏公会，1955年易名�南洋梁氏公会。

梁氏宗祠��于1974 年被征用后，我会��后港87号高文路地�，重建宗祠与会所。

1984 年�入新会所,  �里�地��，���全，会�从此蒸蒸日上。

今天，我会已�有一个健全的����，良好的�作机制。 

所�立的��股，福利股，康�股，文教股，�女�，青年�，

以及互助部皆已成功�作多年，各有所��。我�也定期出版会�及�立自己的网站，

有效的拉近公会与会��的距�，保�了会��会�活�的高度参与。

今天， 我会就象一�成�的大�，枝叶青葱茂盛，旧日的嫩枝芽，

 如今皆已欣欣向�。2006 年是我会成立75周年�禧�念，我会将隆重�祝。

欲�一�了解我会及其最新�展， �打�网�www.neoclan.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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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钻禧纪念》联欢晚宴暨世界梁氏宗亲垦亲大会。
 日期 ： 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

 地点 ： 海皇剧院酒楼

《传统与现代》摄影展
 日期 ： 2006年12月1日至7日

 地点 ： 国家图书馆展览厅(桥北路书城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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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飘香过端午节

妇女组于3月12日（星期日）主办一个爱心团探访安老协会，

作为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的一项活动，让会员宗亲感受

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

在后港安老协会主办的一间安老院里，团员们亲切的慰问，送

上一份爱心礼物，渡过一个愉快和温馨的下午。

纪 念 封 即 将 发 行 爱心照耀安老协会

公会于4月23日（星期日）颁发2006年度奖助学金予会员子女，在54位申请者中共有33位得奖，或占61%，总奖金一万九千一百

元。

署理会长顺发在颁奖典礼上指出，过去33年来颁发的奖助学金总额已超过42万元，得奖学生共有1339位。这是公会对奖励品学兼

优的会员子女作出很大的贡献。

他说，公会有宏愿，所有奖学金得主都有宏愿，为实现我们的宏愿，让我们一起尽力回馈国家，社会与族群！

文教股主任梁陈娟玲说，所有奖学金的申请者都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分标准而遴选的，竞争相当激烈，得奖者应珍惜这份奖

金得来不易。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要辜负公会对他们的期望，更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回来公会服务，回馈公会，因为得奖学

生都自动成为公会青年团的团员，应经常回来公会参加活动。至于落选学生，也不要气馁，今年不成，明年再来，只要肯努力，有信

心一定会成功的。

当天的四位颁奖嘉宾是：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大学组)，福利股主任顺木宗长(高中/学院组)，互助部副主席清吉宗长(中学组)及

妇女组副主任舒云宗女士(小学组)。

颁奖嘉宾与得奖者合照

公会代表署理会长
顺发致词

教育基金委员会主席
梁陈娟玲致词

得奖学生代表
梁显耀致词

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颁
发大专奖学金予得奖者 

福利股主任顺木宗长颁发高
中/学院组奖学金予得奖者

互助部副主席清吉宗长颁发
中学组奖学金予得奖者

妇女组副主任舒云颁发
小学组奖学金予得奖者

奖助学金颁奖典礼盛况

2006 年 度 奖 助 学 金 颁 奖 典 礼

妇女组于5月28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在会所主办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活动，粽子飘香吸引百多位会

员宗亲携幼扶老一家大小参加这个传统节日，好不热闹！

为使庆祝活动内容更加丰富，特别邀请退休护士翁婉芬医师《示范手穴保健法》，传授她的经验

与心得，让在场者得益不浅。

妇女组主任梁黄舜熙指出，包裹各色各样美味粽子的习俗，是使这个节日留传至今的原因。

除了吃粽子，还有糕点茶水招待，此外，也准备了丰富的余兴节目，包括：歌唱，舞蹈，游戏和

幸运抽奖，让参加者乐开怀，这个端午节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妇女组主任

梁黄舜熙致词

大家一起来裹粽子 小宗亲也来学习包粽子

双亲节特别选出最年长的爸爸，最年长的妈妈，
与最年轻的爸爸，妈妈。

歌舞表演

猜粽子比赛，看谁猜得准！

爱心照耀安老院

慰问老人，温馨的一刻

看！孩子们多热心啊！ 关爱老人从小学起

庆典活动进入紧锣密鼓阶段
周年钻禧纪念的庆典活动已在会内会外如火如荼地展开，目前进入紧锣密鼓阶段。执委理事们在为募

捐和招徕特刊广告而马不停蹄的奔波，他们的努力不懈工作取得会员宗亲们的鼓舞和支持，作出积极响应，慷

慨捐献或惠登广告，充分表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团结精神，大家都期待着12月9日的到来！

翁婉芬医师示范
手穴保健法



随着纪念邮票于今年正月初二发行仪式之后，接着我会将于今年12月9日发行纪念封，这将与 周年钻

禧纪念联欢晚宴相得益彰。纪念封已经设计好了，即将付印，在发行日之前送去邮局贴上邮票盖上邮戳

日期，并将于联欢晚宴当晚随同75周年钻禧纪念特刊与摄影专辑赠送给每位与会嘉宾，人手一份作为纪念，意

义深长。这种形式不只是公会的首创，也是开我国会馆，宗亲会及社团之先例，这项限量发行的纪念封，希望

会获得会员宗亲的激赏，珍惜与收藏。

我梁氏先�于1913年�起�建梁氏宗祠，1928年完成。

随后于1932年1月16日成立梁氏公会，1955年易名�南洋梁氏公会。

梁氏宗祠��于1974 年被征用后，我会��后港87号高文路地�，重建宗祠与会所。

1984 年�入新会所,  �里�地��，���全，会�从此蒸蒸日上。

今天，我会已�有一个健全的����，良好的�作机制。 

所�立的��股，福利股，康�股，文教股，�女�，青年�，

以及互助部皆已成功�作多年，各有所��。我�也定期出版会�及�立自己的网站，

有效的拉近公会与会��的距�，保�了会��会�活�的高度参与。

今天， 我会就象一�成�的大�，枝叶青葱茂盛，旧日的嫩枝芽，

 如今皆已欣欣向�。2006 年是我会成立75周年�禧�念，我会将隆重�祝。

欲�一�了解我会及其最新�展， �打�网�www.neoclan.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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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钻禧纪念》联欢晚宴暨世界梁氏宗亲垦亲大会。
 日期 ： 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

 地点 ： 海皇剧院酒楼

《传统与现代》摄影展
 日期 ： 2006年12月1日至7日

 地点 ： 国家图书馆展览厅(桥北路书城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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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飘香过端午节

妇女组于3月12日（星期日）主办一个爱心团探访安老协会，

作为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的一项活动，让会员宗亲感受

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

在后港安老协会主办的一间安老院里，团员们亲切的慰问，送

上一份爱心礼物，渡过一个愉快和温馨的下午。

纪 念 封 即 将 发 行 爱心照耀安老协会

公会于4月23日（星期日）颁发2006年度奖助学金予会员子女，在54位申请者中共有33位得奖，或占61%，总奖金一万九千一百

元。

署理会长顺发在颁奖典礼上指出，过去33年来颁发的奖助学金总额已超过42万元，得奖学生共有1339位。这是公会对奖励品学兼

优的会员子女作出很大的贡献。

他说，公会有宏愿，所有奖学金得主都有宏愿，为实现我们的宏愿，让我们一起尽力回馈国家，社会与族群！

文教股主任梁陈娟玲说，所有奖学金的申请者都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分标准而遴选的，竞争相当激烈，得奖者应珍惜这份奖

金得来不易。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要辜负公会对他们的期望，更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回来公会服务，回馈公会，因为得奖学

生都自动成为公会青年团的团员，应经常回来公会参加活动。至于落选学生，也不要气馁，今年不成，明年再来，只要肯努力，有信

心一定会成功的。

当天的四位颁奖嘉宾是：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大学组)，福利股主任顺木宗长(高中/学院组)，互助部副主席清吉宗长(中学组)及

妇女组副主任舒云宗女士(小学组)。

颁奖嘉宾与得奖者合照

公会代表署理会长
顺发致词

教育基金委员会主席
梁陈娟玲致词

得奖学生代表
梁显耀致词

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颁
发大专奖学金予得奖者 

福利股主任顺木宗长颁发高
中/学院组奖学金予得奖者

互助部副主席清吉宗长颁发
中学组奖学金予得奖者

妇女组副主任舒云颁发
小学组奖学金予得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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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庆祝活动内容更加丰富，特别邀请退休护士翁婉芬医师《示范手穴保健法》，传授她的经验

与心得，让在场者得益不浅。

妇女组主任梁黄舜熙指出，包裹各色各样美味粽子的习俗，是使这个节日留传至今的原因。

除了吃粽子，还有糕点茶水招待，此外，也准备了丰富的余兴节目，包括：歌唱，舞蹈，游戏和

幸运抽奖，让参加者乐开怀，这个端午节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妇女组主任

梁黄舜熙致词

大家一起来裹粽子 小宗亲也来学习包粽子

双亲节特别选出最年长的爸爸，最年长的妈妈，
与最年轻的爸爸，妈妈。

歌舞表演

猜粽子比赛，看谁猜得准！

爱心照耀安老院

慰问老人，温馨的一刻

看！孩子们多热心啊！ 关爱老人从小学起

庆典活动进入紧锣密鼓阶段
周年钻禧纪念的庆典活动已在会内会外如火如荼地展开，目前进入紧锣密鼓阶段。执委理事们在为募

捐和招徕特刊广告而马不停蹄的奔波，他们的努力不懈工作取得会员宗亲们的鼓舞和支持，作出积极响应，慷

慨捐献或惠登广告，充分表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团结精神，大家都期待着12月9日的到来！

翁婉芬医师示范
手穴保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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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讯/会讯/网页委员会 

为
了要把今年公会庆祝 周年钻禧纪念的信息传送到每个会员

家庭，我们不但通过《会讯》报导有关 周年钻禧纪念一系

列活动,让会员宗亲清楚和明了公会的动态,并鼓励他们踊跃参与各项纪

念活动,从而让这一系列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波又一波推向最高潮!

随着<会员家访>从6月份开始直至7月底为止,这是执委会倾全力展

开最大规模的队伍进行会员家庭访问,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能与会员面

对面的交流,进一步拉近会员与公会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争取会员宗

亲的全力支持,参加即将于今年12月9日假海皇剧院酒楼举行的 周年

钻禧纪念联欢晚宴暨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会,并慷慨捐献使整个庆祝活动

推向最高潮而圆满闭幕!

会员宗亲们,当我们的<家访>队伍来到您家门口时会先带给你们一份 周年纪念小礼物,这是公会报

答你们多年来的支持与合作的一点心意,请伸出你们的双手,让我们紧握着手,心连心,团结世界梁族宗谊,迈

向新的里程碑!

出版《 周年钻禧纪念》特刊是另一项庆祝形式，总结公会过去15年来的会务，向会员宗亲汇报点点

滴滴，并搜集世界各地有关梁氏的史实与珍贵的资料留给后人参考，世世代代万古流传，使这本纪念特刊

内容丰富充实，可读性高，人手一本脍炙人口的刊物。希望在商界的会员宗亲能以实际行动—-惠登广告，

支持这本特刊的出版！

《会员家访》把 周年

钻禧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鸣 谢
本会会员堡渌令婶及宝吉宗长令堂卓氏腰太夫人逝世期

间，节省治丧费用拨5000元予公会充作教育基金之外也将其
名下应得的互助金438.39元捐献给公会。

堡渌与宝吉堂兄弟办丧事不忘慈善,好善乐施及热爱公会
的精神，仁风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楷模，铭感之
余，特此申谢!

康乐股为配合公会庆祝 周年钻禧纪念将主办《钻禧年斗歌竞艺卡拉OK歌唱比赛》，为一系列庆典活动掀起另

一层浪，冲击着每个会员，让我们一起来飙歌，为欢庆的节日的到来而痛快地歌唱吧！

欢迎会员，各股委员及康乐股活动成员参加，备有丰富奖金及奖杯：-冠军200元，亚军150元，季军100元，殿军

50元及第五名40元，以及各可得奖杯一座。10位特优奖各可得奖杯一座，15位优秀奖各可得奖杯一座。服装奖及台风

奖各一位，各可得奖金30元及奖杯一座。比赛订于9月30日(星期六)举行.

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费每位20元，报名截止日期: 9月16日。请向秘书处索取报名表格。

鸣 谢  
本会执委奕淡宗长令德配王氏翠莲夫人逝世，居丧期间

将公会执委理事等所捐的帛金转购公会教育慈善礼券共得
1730元，充作教育基金。

奕淡宗长办丧事不忘慈善，好善乐施及热爱公会的精
神，仁风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楷模，铭感之余，
特此申谢。

清明节活 动

小宗亲也来祭祖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颁发互助部
的奖励金予其中一位得奖的宗亲。

清明节上坟扫墓是华人的传统习俗，清明节前后10天内

为扫墓日期，如要修墓或拾骸移葬，则不用另行择日，

凡事无忌。扫墓时要除荆草，培墓土，描碑文(须用红漆)，

献“纸钱“，然后上供果，点香烛，烧金猪，或放鞭炮，寄

托哀思，缅怀先人。

我会每逢清明节都在宗祠举行祭祖仪式，会员宗亲们聚

集一起拜祭祖先，或神主位晋驻仪式，简单隆重，孝心表露

无余，感人肺腑。

福利股主办清明祭祖延续过去的传统和习俗获得会员宗

亲们的热烈响应，在宗祠祭祖对先人的缅怀与追思，意义深

长。

鼓励会员宗亲发挥互助友爱精神

互助部也趁清明祭祖这个节日，颁发奖励金给2005年度

探丧与送殡出席率最高的25位会员宗亲(包括执委理事)以资

鼓励。

亲 善访问马六甲梁氏宗祠
去年十月吉玻梁氏宗亲会的庆典期间，马六甲梁氏宗祠主席德宗宗长，热诚的邀请

我会前去拜访该会。盛情之下，我会特予今年五月20日与21日组织了一个四十
多人的代表团，前往马六甲亲善拜访梁氏宗祠。

两天的时间虽然很短，宾主两会却进行了非常融洽且有意义的交流。这两天里，
又有午宴，晚宴，茶点交流，也有卡拉OK,欢愉之情,明显可见.

亲善访问最后以两会宗亲们合唱一曲〈当我们都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当我们都
在一起,真快乐无比⋯⋯〉的歌声中,互道珍重再见.尤其是在今年十二月我会的七十五
周年钻禧纪念庆典时,更要再见!

比比看,谁的脚大
进生会长代表我会与马六甲梁

氏宗祠代表交换纪念品我会代表团亲善访问马六甲梁氏宗祠

欢迎花车驾到!

亲 善访问香港澳门梁氏宗亲会
今年六月八日至十一日，我会组织了一个14人港澳访问团，一来

是出席澳门梁族联谊会（梁长寿堂）建会七十周年纪念庆典；
二来也拜访侨港开平梁族宗亲会。访问团获得了香港开平梁族宗亲会
理事长健成宗长及其理事宗亲们，以及澳门梁族联谊会理事长仕友宗
长及其理事宗亲们的热诚招待，宾主更进行了非常融洽的交流。

在澳门也遇见印尼梁氏宗祠基金会的代表团，他们赠送我会一
面锦旗和一本百周年纪念特刊。

我们也特别邀请各会前来参与我会的七十五周年庆典。到时，
世界各地宗亲齐聚一堂，将会有另一番盛况。

这一趟，我们也拜会名誉会长披云宗长。披云宗长已有百岁高
龄，依然运笔如神，当场为我会七十五周年纪念题字，赠送其个人
专辑，给予我会留念。让我们获益不浅，不虚此行。 参加澳门梁族联谊会七十周年庆典与各宗亲会代表合照。

我会代表团拜访侨港开平梁族宗亲会。

百岁之披云宗长为本会
七十五周年纪念题字。 本会代表团拜访名誉会长披云宗长。

在永久荣誉会长加曾宗长及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的率领下，
一行人包括副会长清福，总务水平连同厦门，南安翔云宗亲

等于4月15日前往浙江省苍南县访问梁氏理事会，受到该理事会
会长祥王宗长及各地宗祠所有理事宗亲们的热情款待，彼此间融
洽地交流，虽是第一次访问，却建立深厚的宗谊，并为将来的联
系奠定基础。

我会代表访问浙江省苍南县梁氏理事会时与当地宗亲父老合照留念。

苍南县的父老宗亲们为到访的客
人举杯共饮，促进宗谊。浙江省苍南县的梁氏宗祠之一。

浙江省苍南县的梁家村约有七千多人，是三百多年前从福建翔
云移居的梁族后裔，他们寻根而回到翔云祭祖，追宗溯源三百年前
是一家，这份亲情难能可贵，应予重视与珍惜！

欣逢我会 周年钻禧纪念之际，我们也将邀请苍南县的宗
亲父老组团前来出席我们的庆典，让我们尽地主之谊接待他们共
聚狮城！

活 动 预 告

一） 庆祝中秋及儿童节 ................................9月30日(星期六)

二） 钻禧年斗歌竞艺卡拉OK歌唱比赛 .........9月30日(星期六)

三) 冬至祭祖 ............................................12月17日(星期日)

康乐股主办
钻禧年斗歌竞艺卡拉OK歌唱比赛

编 者 的 话
各位宗亲朋友们，现在读完会讯，你们不单是会

讯的读者，也是会讯讯息的传播者，执行者。请即刻
行动吧，让我会钻禧纪念庆祝热浪继续升华。

6，7月间的家访，是我们的全面行动，不只是联
系情谊，更重要的是大家密切合作，务使〈75钻禧纪
念〉庆典是我们每个人成功的典范，一个美好的回忆
历程。

精美的纪念邮票买了吗？想不想拥有那〈天价〉
的纪念邮封？那将是你的永远纪念，永久的收藏。要
怎样才能得到它呢？请尽快报名参加纪念庆典宴会，
凡出席者都能得到这份美丽的赠品。

由于工作繁忙，本期会讯时是今年最后一期的会
讯出版。接下来,请诸位耐心等待我们的纪念特刊出版
吧！

宗亲朋友们，请记住啊，我们12月9日的约会。

还有，别忘了我会首创的历史摄影展，从12月1日
开始，我们一连7天恭候大驾，你一定要来！

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为公会的未来共同努力！

亲 善访问浙江苍南县梁氏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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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讯/会讯/网页委员会 

为
了要把今年公会庆祝 周年钻禧纪念的信息传送到每个会员

家庭，我们不但通过《会讯》报导有关 周年钻禧纪念一系

列活动,让会员宗亲清楚和明了公会的动态,并鼓励他们踊跃参与各项纪

念活动,从而让这一系列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波又一波推向最高潮!

随着<会员家访>从6月份开始直至7月底为止,这是执委会倾全力展

开最大规模的队伍进行会员家庭访问,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能与会员面

对面的交流,进一步拉近会员与公会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争取会员宗

亲的全力支持,参加即将于今年12月9日假海皇剧院酒楼举行的 周年

钻禧纪念联欢晚宴暨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会,并慷慨捐献使整个庆祝活动

推向最高潮而圆满闭幕!

会员宗亲们,当我们的<家访>队伍来到您家门口时会先带给你们一份 周年纪念小礼物,这是公会报

答你们多年来的支持与合作的一点心意,请伸出你们的双手,让我们紧握着手,心连心,团结世界梁族宗谊,迈

向新的里程碑!

出版《 周年钻禧纪念》特刊是另一项庆祝形式，总结公会过去15年来的会务，向会员宗亲汇报点点

滴滴，并搜集世界各地有关梁氏的史实与珍贵的资料留给后人参考，世世代代万古流传，使这本纪念特刊

内容丰富充实，可读性高，人手一本脍炙人口的刊物。希望在商界的会员宗亲能以实际行动—-惠登广告，

支持这本特刊的出版！

《会员家访》把 周年

钻禧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鸣 谢
本会会员堡渌令婶及宝吉宗长令堂卓氏腰太夫人逝世期

间，节省治丧费用拨5000元予公会充作教育基金之外也将其
名下应得的互助金438.39元捐献给公会。

堡渌与宝吉堂兄弟办丧事不忘慈善,好善乐施及热爱公会
的精神，仁风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楷模，铭感之
余，特此申谢!

康乐股为配合公会庆祝 周年钻禧纪念将主办《钻禧年斗歌竞艺卡拉OK歌唱比赛》，为一系列庆典活动掀起另

一层浪，冲击着每个会员，让我们一起来飙歌，为欢庆的节日的到来而痛快地歌唱吧！

欢迎会员，各股委员及康乐股活动成员参加，备有丰富奖金及奖杯：-冠军200元，亚军150元，季军100元，殿军

50元及第五名40元，以及各可得奖杯一座。10位特优奖各可得奖杯一座，15位优秀奖各可得奖杯一座。服装奖及台风

奖各一位，各可得奖金30元及奖杯一座。比赛订于9月30日(星期六)举行.

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费每位20元，报名截止日期: 9月16日。请向秘书处索取报名表格。

鸣 谢  
本会执委奕淡宗长令德配王氏翠莲夫人逝世，居丧期间

将公会执委理事等所捐的帛金转购公会教育慈善礼券共得
1730元，充作教育基金。

奕淡宗长办丧事不忘慈善，好善乐施及热爱公会的精
神，仁风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楷模，铭感之余，
特此申谢。

清明节活 动

小宗亲也来祭祖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颁发互助部
的奖励金予其中一位得奖的宗亲。

清明节上坟扫墓是华人的传统习俗，清明节前后10天内

为扫墓日期，如要修墓或拾骸移葬，则不用另行择日，

凡事无忌。扫墓时要除荆草，培墓土，描碑文(须用红漆)，

献“纸钱“，然后上供果，点香烛，烧金猪，或放鞭炮，寄

托哀思，缅怀先人。

我会每逢清明节都在宗祠举行祭祖仪式，会员宗亲们聚

集一起拜祭祖先，或神主位晋驻仪式，简单隆重，孝心表露

无余，感人肺腑。

福利股主办清明祭祖延续过去的传统和习俗获得会员宗

亲们的热烈响应，在宗祠祭祖对先人的缅怀与追思，意义深

长。

鼓励会员宗亲发挥互助友爱精神

互助部也趁清明祭祖这个节日，颁发奖励金给2005年度

探丧与送殡出席率最高的25位会员宗亲(包括执委理事)以资

鼓励。

亲 善访问马六甲梁氏宗祠
去年十月吉玻梁氏宗亲会的庆典期间，马六甲梁氏宗祠主席德宗宗长，热诚的邀请

我会前去拜访该会。盛情之下，我会特予今年五月20日与21日组织了一个四十
多人的代表团，前往马六甲亲善拜访梁氏宗祠。

两天的时间虽然很短，宾主两会却进行了非常融洽且有意义的交流。这两天里，
又有午宴，晚宴，茶点交流，也有卡拉OK,欢愉之情,明显可见.

亲善访问最后以两会宗亲们合唱一曲〈当我们都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当我们都
在一起,真快乐无比⋯⋯〉的歌声中,互道珍重再见.尤其是在今年十二月我会的七十五
周年钻禧纪念庆典时,更要再见!

比比看,谁的脚大
进生会长代表我会与马六甲梁

氏宗祠代表交换纪念品我会代表团亲善访问马六甲梁氏宗祠

欢迎花车驾到!

亲 善访问香港澳门梁氏宗亲会
今年六月八日至十一日，我会组织了一个14人港澳访问团，一来

是出席澳门梁族联谊会（梁长寿堂）建会七十周年纪念庆典；
二来也拜访侨港开平梁族宗亲会。访问团获得了香港开平梁族宗亲会
理事长健成宗长及其理事宗亲们，以及澳门梁族联谊会理事长仕友宗
长及其理事宗亲们的热诚招待，宾主更进行了非常融洽的交流。

在澳门也遇见印尼梁氏宗祠基金会的代表团，他们赠送我会一
面锦旗和一本百周年纪念特刊。

我们也特别邀请各会前来参与我会的七十五周年庆典。到时，
世界各地宗亲齐聚一堂，将会有另一番盛况。

这一趟，我们也拜会名誉会长披云宗长。披云宗长已有百岁高
龄，依然运笔如神，当场为我会七十五周年纪念题字，赠送其个人
专辑，给予我会留念。让我们获益不浅，不虚此行。 参加澳门梁族联谊会七十周年庆典与各宗亲会代表合照。

我会代表团拜访侨港开平梁族宗亲会。

百岁之披云宗长为本会
七十五周年纪念题字。 本会代表团拜访名誉会长披云宗长。

在永久荣誉会长加曾宗长及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的率领下，
一行人包括副会长清福，总务水平连同厦门，南安翔云宗亲

等于4月15日前往浙江省苍南县访问梁氏理事会，受到该理事会
会长祥王宗长及各地宗祠所有理事宗亲们的热情款待，彼此间融
洽地交流，虽是第一次访问，却建立深厚的宗谊，并为将来的联
系奠定基础。

我会代表访问浙江省苍南县梁氏理事会时与当地宗亲父老合照留念。

苍南县的父老宗亲们为到访的客
人举杯共饮，促进宗谊。浙江省苍南县的梁氏宗祠之一。

浙江省苍南县的梁家村约有七千多人，是三百多年前从福建翔
云移居的梁族后裔，他们寻根而回到翔云祭祖，追宗溯源三百年前
是一家，这份亲情难能可贵，应予重视与珍惜！

欣逢我会 周年钻禧纪念之际，我们也将邀请苍南县的宗
亲父老组团前来出席我们的庆典，让我们尽地主之谊接待他们共
聚狮城！

活 动 预 告

一） 庆祝中秋及儿童节 ................................9月30日(星期六)

二） 钻禧年斗歌竞艺卡拉OK歌唱比赛 .........9月30日(星期六)

三) 冬至祭祖 ............................................12月17日(星期日)

康乐股主办
钻禧年斗歌竞艺卡拉OK歌唱比赛

编 者 的 话
各位宗亲朋友们，现在读完会讯，你们不单是会

讯的读者，也是会讯讯息的传播者，执行者。请即刻
行动吧，让我会钻禧纪念庆祝热浪继续升华。

6，7月间的家访，是我们的全面行动，不只是联
系情谊，更重要的是大家密切合作，务使〈75钻禧纪
念〉庆典是我们每个人成功的典范，一个美好的回忆
历程。

精美的纪念邮票买了吗？想不想拥有那〈天价〉
的纪念邮封？那将是你的永远纪念，永久的收藏。要
怎样才能得到它呢？请尽快报名参加纪念庆典宴会，
凡出席者都能得到这份美丽的赠品。

由于工作繁忙，本期会讯时是今年最后一期的会
讯出版。接下来,请诸位耐心等待我们的纪念特刊出版
吧！

宗亲朋友们，请记住啊，我们12月9日的约会。

还有，别忘了我会首创的历史摄影展，从12月1日
开始，我们一连7天恭候大驾，你一定要来！

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为公会的未来共同努力！

亲 善访问浙江苍南县梁氏理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