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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会长说，公会各股的常年活动越办越好，不但有越来越多会员宗亲参与，而且也看

到越来越多年轻人走入公会的大门，给公会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给老化中的会员注

入新血，形成老中青的结合体，这是我们努力争取的理想与目标。

他是在公会第63届执委会暨互助部第25届理事会的就职典礼上致词时，对会务进展作出

这个总结。

他很乐观地看到这份亮丽的成绩单，并表示这是我们的顾问长老们，执委理事与各股委

员同心协力取得的成果。

他提醒执委理事们，不要把今天会务所取得的成绩视为理所当然的。如果今后因为某种

因素，我们处理得不好，放松警惕心，让会务与活动素质滑坡，公会的命运也将会逆转。所

以，我们是松懈不得的。

顾问奕嵩致勉励词时指出，为使会务的不断进展，要积极的引进年轻高学历的青年，物色

他们加入公会的领导层，这是一项持久的行动计划。

他促请公会应规划统一处理，把传统的保安清醮活动妥善的保留和延续下

来，让年轻一辈更有深刻的了解。

总务水平说，公会是大家

的，我们受会员所托当选为理

事，为谋求会员的福利和推动

会务发展，我们责无旁贷。

他在致谢词时吁请执委理

事秉承前辈们无私奉献的服务

精神，与时并进，共同努力使

会务更上一层楼。

他代表理事会感谢主持监

誓的荣誉会长兼顾问美灿宗

长，致勉励词的顾问奕嵩宗

长，以及台前幕后的工作人

员，也谢谢执委理事，各股委

员和宗亲们的踊跃出席。

进生会长：公会的理想与目标
——引进新血形成老中青的结合体

就职典礼

顾问奕嵩致勉励词

总务水平致谢词

新执委理事在会长的
领导下宣誓就职

青年团副主任进财在监誓人美灿宗长前签名就职

公会第63届执委与顾问团合影

会长进生颁发委任状予文教股
委员津志(右)

会长进生颁发委任状予青年团
委员志伟(右)



组织股全体委员合影

文教股全体委员合影

妇女组全体委员合影

福利股全体委员合影

组织股主任：金发；副主任：何美莲；委员包
括：秘书：进财；财政：庆华；副财政：钦
钟；委员：南安，陈娟玲，水源，进南，南
钟，卓清华，森富，奕南，世仁及亚源。

福利股主任：顺木；副主任：南安；委员包
括；秘书：钦钟；副秘书：亚礼；财政：槟
榔；副财政：奕南，金福，水源，玉辉，南
钟，武林，金链，振成，荣发及梁允。

妇女组主任：舒云；副主任：卓清华；秘书：
爱梅；财政：黄舜熙；联络秘书：刘桂枝；委
员：王玉英，谢茶花，戴舜玉，陈玉梅，廖玉
叶，玉霞，玉珊，梁莹，谭月明及陈亚友。

文教股主任：文生，副主任：陈娟玲 ；秘书：
梁毅 ；副秘书：慧君 ；财政：杜玖 ；副财政：
津志 ；委员：进财，叶梨花，何美莲，永武，
丽云，志伟，家文及世仁。 

康乐股全体委员合影

康乐股主任：木盛；副主任：森富；秘书：桂
林，联络秘书：郑爱华，财政：蔡馈华，委员：
陈传芳，九英，夏少容，钟洪昌，刘桂枝，进
南，何顺海，翁爱玲，卓莲花及王玉英。

首先非常谢谢大家出席今天的新一届执委理事就职典礼。同

时，我也要恭贺每一位获选就任新一届的执委理事与各股委

员。尤其是新执委与股员。更要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让我继续为

公会尽一份力。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两年一届又过去了。让我借此机会同各位

来回顾一下我们近年来的会务进展。

每年的元月，我们都会举行迎新晨运逍遥行。经过这些年来的

努力，这项迎新的晨运活动越来越受欢迎。今年参加晨运的人数达到历年来的新高，160

人参加了这项活动，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迎接2009年。

近年来，我们也刻意地在提高会员对新春团拜的参与热忱，因而为农历新年正月初二

举行的新春团拜加入了自助午餐与捞鱼生的节目。让新年的气氛更浓厚，得到会员们的赞

赏，结果成功的为这项活动，注入更多活力。参加团拜的人数每年都有120-150人。

几年来，我们于农历正月初六所举行的龙须岩清水祖师圣诞与新春

联欢晚会，也因为添加了来自中国的专业表演艺术团的精彩表演节目，成

为了晚会的特点，受到会员们的青睐与喜爱。为晚会争添了光辉与华族新

春佳节的热闹气氛。出席人数也保持在400人上下。

今年，我们也于农历新年期间成功地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心系中华文

化摄影比赛。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获得了社会的好评，都希望我们能再

接再厉，举办第二届。我们已在积极筹备，希望第二届的心系中华文化

摄影比赛，能办得更出色。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我们的春冬二祭，近一两年来出席人数，已有

快速的增长，超出了300多人。青少年的参与热诚也更明显了。我想，这

符合会员们的期望，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借春冬二祭的传统活动，来培养

年轻一代对华族文化慎宗追远价值观的重视。

刚刚过去的华族传统端午节，由于夹在执委理事会改选与就职典礼

之间，不得不割爱。但是我们还是接到会员打电话来询问与关心。可见我

会这项历次有百多人参与的常年活动还是挺受欢迎的。

今年，我们尝试在三八妇女节举行一项家庭美食交流会，虽然范围

只限在执委理事，参与的热情与反应，超出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有意

把此项活动常规化，把范围扩大到所有会员宗亲，成为我会的另一项常

年活动。

我们的教育基金与奖助学金的颁发，这几年也让我们得以从中引进

年轻会员，加入我们的领导团体与青年团。我们出版了多年的会讯与网

站，已成为我会的品牌，及必不可少的有效宣传工具。

中秋节是我会的另一项重点传统活动。近年来我们也将中秋节与儿

童节结合起来举办，加大了儿童与青少年的参与，维持了每年三四百人参

与的纪录。让活动能继续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当然，我们也没有忽略了我们的乐龄会员，我们举办一年一次的乐龄

日，继续保持了近百人参与的完美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会员凝聚力，也从互助部的活动出席阵容得以继续获得保持，

而彰显出来。我会以此为荣。所以，我们颁发购物礼券来奖励那些高出席率的会员，是名

正言顺的。

2008年，我们也发动会员宗亲为中国去年年初的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筹款震灾。尽

一份社会团体应尽的义务。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当然，还有其它的活动，由于时间的关系，无法一一回顾。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每一

年的活动，参与人数都达到几千人次的高纪录。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做到了。这一份亮丽的成绩单，是我们的顾问长老们，

执委理事与各股委员合心协力，同心同荣，大家共同为公会的理想与目标，努力争取的成

果。

每一届，我们都能召集到像今天出席典礼的整百人，来组成一个庞大的领导团体，为

下来的两年一届而共同奋斗，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餐馆的食物做得越好吃，顾客会越

多，生意也会越做越好。同样的，公会办得越有成就，越活耀，愿意靠过来献一份力的人

才会越多。

同样的，这也意味着，如果今后，因为某种因素，我们处理得不好，放松警惕心，让会

务与活动素质滑坡，公会的命运也可能会逆转。所以，我们是松懈不得的。

展望未来，道路不可能是永远平坦的，顺利的。我们的工作，也还有很多。我们的路，

要我们共同来走，我们的困难，要我们共同来克服。我们的成果，当然是由我们与公会共

同享有。

最后，让我们大家再接再厉，发挥团队精神，合作愉快。欲穷千里目，再上一层楼。

进生会长致词

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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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员大会的会员在阅读各项报告

会长进生，署理会长顺发及总务水平打开票箱

计票工作在进行中

整理选票

记录开票结果

宣誓后签名就职

互助部第25届理事与顾问团合影

青年团全体委员合影

顾问团：永久荣誉会长加曾(右二)，永久荣誉顾问汀洲 
(左二)，奕嵩宗长(右一),荣誉会长美灿BBM(L)(左一) 

会员大会暨选举
互 助 部 修 改 章 程

青年团主任：麒麟；副主任：进财；秘书：志
伟，财政：丽云；委员：耀荣，兀里，家文，
奕洲，世泉，雪玲，添发，源源，慧君，维
伦；活动成员：沈凌汉，蔡振乾，陈学兴。

2009年会员大会于4月26日召开，并举行两年一度的选举，选出公会第63届执委会暨

互助部第25届理事会。

会长进生说，过去两年会务顺利举行，各项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有目共睹，希望大家继

续努力，加把劲，把会务推上一层楼。

会上通过修改互助部章程动议，即修改互助部章程第十八章第五十六条：-

“任何部员，他已付了廿年的部捐就可豁免缴交部捐，在他逝世时仍可享受他的福利，

惟其受荫人之亲属，则不能享受此种权利.从2009常年会员大会（4月26日）以后，将取消豁

免缴交部捐，至于那些在此日期之前豁免者则继续免缴部捐.”

“Any member, who has paid his subscriptions for 20 years, may be exempted 

from further payment and on his death, shall still be entitled to his benefits, but his 

supplementary members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such exemption. From the 26th April, 

2009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nwards, the exemption on subscription payment will 

cease but previous exemptions will continue to be in force.”

在召开会员大会之前，互助部曾向社团注册官请示，并获得社团注册官来信表示不反

对修改章程条文，只要提交常年会员大会通过。

经过5月7日复选，产生公会第63届执委会如下：-

会长：进生；署理会长：顺发；副会长：淑菁，清福，有财；总务：水平，副总务：庆华；

财政：杜玖，副财政：槟榔；组织股主任：金发，副主任：何美莲；福利股主任：顺木，副主

任：南安；康乐股主任：木盛，副主任：森富；文教股主任：文生，副主任：陈娟玲；妇女组

主任：舒云，副主任：卓清华；青年团主任：麒麟，副主任：进财；委员：叶梨花，黄舜熙，

清标，奕淡。

互助部第25届理事会如下:-

主席：清吉；副主席：钦钟；秘书：亚礼，副秘书：金链；财政：南钟，副财政：水源；庶

务：金福，副庶务：奕南；理事：合兴，永武，武林，振成，梁允。

编委会： 咨询： 进生，淑菁，水平；主编：文生，副主编：陈娟玲，编委：进财，梁毅，

金发，顺木，木盛，舒云，清吉，志伟，津志及家文；摄影：麒麟，耀荣及卓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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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颁发2009年度奖学金25份，其中包括4份大学奖学金每份2500元及2

份助学金，小学组7份，中学组9份，理工及初院5份，总金额共16,760

元。

公会代表有财副会长在颁奖礼上致词时说，获得奖学金不只是个人的荣耀，

也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将来学日有成，服务国家社会，同时也能回馈公会和梁

氏族群，虽然，公会没有规定得奖者学成后要回来服务，但，我们希望得奖学生

能饮水思源，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拨出一点时间参与或关心公会的会务活动，

公会将后继有人日益壮大起来。

他指出，自去年发生金融海啸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新加坡

也不例外，在这个困难时期，公会还能够颁发奖助学金，这是因为我们未雨绸

缪，设立教育基金投资在商用产业，有固定的租金收入，足以应付每年的奖助

学金的开销，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希望大家要珍惜这份奖金，千万不要把它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颁奖礼于4月26日(星期日)上午10时在公会礼堂举行，得奖学生和家长都以

兴奋的心情前来领奖。

文教股主任文生说，得奖学生是经过评审团所规定的严格评分标准而遴选出

来的，在激烈的竞争下得奖绝非侥幸，更希望他们将来会为公会作出贡献。

他说，当天的三位颁奖嘉宾：互助部

副主席钦钟，互助部理事南钟及互助部查

账金福，他们都为教育基金出钱出力，

精神可嘉。他也感谢荣誉会长兼顾问美

灿BBM(L)宗长在百忙中为我们颁发大学

组奖学金。还有要感谢劳苦功高的评审

团，他们是：名誉会长荣基博士，春芳

宗长，会长进生，他们负责评审大学组

的申请者。

学生代表梁源源同学在致谢词时说，

奖助学金得来不易，而且也肯定得奖同学

一年来的努力和付出。她是国大生物/化学

系的学生，她促得奖同学要加倍努力和付

出，做个全面发展的人才，才不会辜负公

会，学校，老师和父母的期望。

颁奖礼在拍完集体照后,共进茶点的欢

愉的气氛中结束。

2009年度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副会长有财致词

文教股主任文生致词

得奖学生代表梁源源致谢词
荣誉会长/顾问美灿宗长BBM(L)
颁发大学组奖学金

得奖学生与公会理事及颁奖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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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部副主席钦钟颁发初院/理工组奖学金

颁发奖助学金典礼盛况

互助部财政南钟颁发中学组奖学金互助部庶务金福颁发小学组奖学金

各组得奖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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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岩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
—新春联欢晚会

源自福建南安翔云梁氏族人供奉的龙须岩清水祖师，农历正月初六圣诞，公会循例举行盛大的庆祝仪

式，适逢农历新年佳节，庆祝神诞的同时也把它当着新春联欢晚宴，会员宗亲都很重视这个节日，

踊跃参加祈求神明保佑，新的一年伊始风调雨顺，事业兴隆，财源广进，合家平安。

福利股在2009年1月31日(星期六)在公会广场举办常年盛大晚宴，宴开四十多席，热闹非凡洋溢着新

春佳节的气氛。

福利股主任顺木致词时强调，这是公会一年一度最盛大的活动，又是新春佳节，宗亲们应该珍惜这个

节日，把它当作家庭的集会，欢度一个愉快的夜晚。

主办这么盛大的新春联欢晚会，余兴节目是重头戏不可掉以轻心，凭着过去的经验，福利股和康乐

之间的密切合作，精心策划，在节目的安排上除卡拉OK歌手飙歌，有独唱，合唱，对唱和大合唱之外，

还情商金航旅游安排来自中国南京的杂技团表演精彩的杂技，魔术，歌唱及舞蹈等，博得观众热烈的掌

声和好评!

青年团通过放映幻灯片介绍公会各项活动的精彩片段，重温近几个月来的活动盛况，画面令人回味无穷，津津乐道!

福利股主任顺木致词

来自中国南京杂技团的精彩表演福利股全体委员合影

卡拉OK组合的演唱者晚宴的盛大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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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岭武术馆的瑞狮呈祥

新春团拜的合照 

捞鱼生象征风生水起,好兆头

署理会长顺发派发压岁红包

领了红包，好乐

来！一起来捞鱼生

拜

新

春
团
拜

新

春
团
春

拜

新

团

新年到，好热闹！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迎接新春佳节，喜

气洋洋。

公会也不例外，延续华人的传统习俗，每逢正月初二举行

新春团拜，请来嵩岭武术馆的醒狮团采青助兴，求个吉祥如

意，会务蒸蒸日上。

新年新气象，大家来到公会互相祝贺，还有来自兄弟会的

代表，祝愿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业鸿图大展。

捞鱼生，取个好兆头，年年有“鱼”，捞得风生水起，盆满

钵满大满贯。丰盛的自助餐让大家吃得很开心，很痛快！

署理会长顺发派发红包给小孩，压岁钱讨个利事吉祥。

拜年意义深长，除了见面互相祝贺之外，给远方亲朋戚

友寄上贺年片捎

个问候，贺年贺

岁，快乐年年。

同样的，公会也

收到来自世界各

地的贺卡，片片

寄语，祝愿宗谊

常青，会务更上

一层楼！

新春佳节循例上香敬神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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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嘉宾陈振泉先生在进生会长(右一)的陪同下参观摄影展 四位得奖者领奖后合影

颁奖嘉宾陈振泉先生(现任贸工部兼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政务次长)致词

工委会主席梁麒麟致词

2008《心系中华文化》
摄影比赛圆满闭幕
随着国会议员兼华社自助会执行理事长陈振泉于2009

年1月30日(星期五)主持颁奖礼及摄影展开幕仪式，2008 

《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圆满闭幕。

陈议员在致词时说，希望能借摄影比赛引起各界人士对华族文化的认知与重

视，更希望摄影比赛能继续主办下去，参赛作品能起到宣传与影响作用。

颁奖礼及摄影展开幕仪式是在怡丰城一楼大厅举行，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应邀出席观

礼，摄影比赛联办单位的安溪会馆傅新春主席，我会进生会长及厦门公会林登利会长，赞助

单位金航旅游有限公司林瑞泰总经理，新中文化教育交流中心庄善喜女士，工委会主席梁麒麟

等到场迎接嘉宾，我会众多执委理事都前去观礼，还有受邀的各界人士，场面极一时之盛。

工委会主席说，第一次主办摄影比赛有115人参赛，参赛作品共475件，能有这样的成绩令

人鼓舞。

得奖作品，第一名：OngYiChao(赛龙舟)，1200元加双人旅游配套；第二名：GinaNgZhiTing 

(戏曲)，800元加双人旅游配套；第三名：LiewTongLeng(彩舞)，500元加双人旅游配套.五

份优异奖各得300元奖金，他们是：卢淑敏(九皇爷)；JamesWongKumWeng(奶奶教你做月

饼)；JezShiSiewLuan(戏曲)；TanKokChuan(雄龙飞舞)；及TanChoonLai(大年初一)。连同从

参赛作品中挑选出的另68份优秀作品在怡丰城展出，同时出版特辑，获得好评。

陈振泉议员颁发奖项予得奖者和奖状与优异者，感谢状，纪念状予有关单位和个人。接

着，颁奖嘉宾陈议员在工委会的陪同下参观摄影展现场，并享用自助餐。

第二届的《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订于2010年举行，南安会馆应邀作为联办单

位，并获得新加坡福建会馆赞助一千元，新加坡宗乡总会赞助一千元，武吉班让福

建公会赞助五佰元。得到他们的支持，壮大我们的阵容，我们信心十足，一定

要办的更成功，更圆满！

颁奖嘉宾陈振泉先生颁奖与得奖者，右为工委会主席梁麒麟 联办单位赠送一幅墨宝给颁奖嘉宾陈振泉先生(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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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会吃自助餐或酒席都不稀奇，而要在公会聚集一起品赏各自烹饪的美馔佳肴，却是不平

常，也很难得的！虽然不容易办到，我们却做到了，而且办的很成功。

妇女组为庆祝〈三八〉妇女节想出一个点子，于3月7日(星期六)，在公会举办品尝美食暨卡

拉OK交流会，在妇女组前主任梁叶梨花的领导与策划下，获得该组全体委员，公会执委理事及

各股委员的大力支持，踊跃参加，有的拿出家传菜肴，有的亲自下厨烹饪一二道拿手好菜，有

的做开味甜品，还有的花心思自创菜谱，总之，二十多种菜式出台，菜香四溢令人垂涎三尺，

大快朵颐之余，齿夹留香，大家赞不绝口都说”赞”！

鲜花要有绿叶配，好酒要有好菜，品尝美食之余要有娱乐助兴，卡

拉OK带动下，兴致好高，气氛更融洽。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不但要继续举办，而且还要推广到会员宗亲，把

它定为每年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品尝美食大会〉，让会员宗亲有机

会砌磋厨艺结亲情，我来煮，你来尝，或者比一比谁的厨艺了得？那就

不要忘记明年的〈三八〉喽！

2008《心系中华文化》
摄影比赛圆满闭幕

妇女组成员情同姐妹美食当前乐不可支 各投其所好

庆祝《三八妇女节》
品尝美食暨卡拉OK交流会

妇女组前主任叶梨花双手捧着
亲自烹饪的猪脚醋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是祭祖和扫

墓的日子。

扫墓时，人们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

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

化，并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绿嫩的新枝插在

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过酒食回家。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

但是，在公会举行清明祭祖的祭拜仪式已经简化，不过，牲

礼和祭品是少不了的，如遇宗亲为其先人晋主还要备一份祭品，

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主持点主仪式，然后将其先人的神主位请

上神龛供奉。

福利股于今年3月29日在公会梅镜堂宗祠举行清明祭祖，仪式

过后设宴22席招待前来祭祖的宗亲。收到宗亲们的缘捐也不少。

清明祭祖

清明节为先人晋驻仪式

清明祭祖仪式

来！教你上香拜拜

互助部主席清吉(中)颁发奖励金给
互助部副主席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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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双溪布洛

踏青，观鸟，迎新年
一月 四 日 早 晨 ，

宗亲们出席由青

年团主办的迎新活动－ 

《双溪布洛观鸟乐》。

当日，约150位宗亲们

穿着由主席团捐赠的有

领T恤，于早晨八时正

就聚集在双溪布洛自然

保留区的正门口。还没

走进去，就能感受到周

围的环境非常清幽，空

气也特别清新。首先，

是青年团主任麒麟给大

家介绍保留区的简单概

况，接着是拍团体照留

念，然后大家便井然有序的一起走进大自

然的怀抱。

保留区内有多个观鸟亭，访客既可

以“躲”在里面欣赏鸟儿的千姿

百态，又不

会打扰到鸟儿。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知名

的候鸟在沼泽地上觅食，有些白色长腿的

鸟就像白鹤般优雅的走在泥地上找寻鱼儿

的踪迹， 也有大群体积“娇小”的灰色

小鸟在泥地上奔走，一发现

食物即成群蜂拥而上，互相

争夺食物。不同种类的鸟儿

所发出的喧闹声此起彼落，

好不热闹。

有的宗亲在小径上停

留拍照，原来是发现到可

爱的小松鼠！这小东西小

小的眼睛，机灵的看着围

观的人群。小家伙并不畏惧人们手上的相

机，还停留片刻，让大家拍拍照，然后毛

戎戎的尾巴一翘，才跳上人类所不能及

的树梢。

“有大蜥蜴”！突然有人兴奋的召唤

大家过去看躲在草丛里的“哥斯拉”。此

君足有两公尺长，又肥又大，可见保留区

里的食物有多充足，我们以前在乡村地区

都没看过这么大的！而这么大的四脚蛇在

这里却随处可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访客

如欲一揽保留区全景，只要登上区内的两

座了望塔，便能看到在平地上所看不到的

景色。我们登上塔的最高层后，尽入眼帘

的是无穷无尽的青葱植物和红树林及辽阔

的沼泽地，还有在泥地上的成群候鸟。我

们甚至看到在水边游戈的鳄鱼！登高远

眺，有美丽的自然景色，也有徐徐的微风

吹向脸庞，周围甚至比平地上更为宁静，

这真是一流的享受！

晨光、微风、白鹭、鸟鸣声和青葱翠

绿的丛林，加上可爱的弹涂鱼，相信这些

在保留区内随处可见的景象，让宗亲们在

松懈身心之余，也意识到大自然的美丽

和可贵。

我们在中午前即回到访客中心集合。

这是什么鸟?

让Baby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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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们先参观生态展览馆里的各类标本和

植物，然后再进入小影院观看介绍保留区

的短片。看完影片后，青年团主任还给大

家进行有奖问答比赛。然后，于中午时

分，我们就驱车前往附近的乡村俱乐部，

而在那里等待我们的则是由耀荣宗长和公

会敬献的丰盛自助午餐。

2009年的迎新活动在理事和委员们

的通力合作下，让宗亲们在鸟语和微风中

度过一个愉快的早晨。我们希望宗亲们在

享受大自然环境的同时，也能体会到先辈

们创立公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能让

宗亲们有个共用的会所，让大家能随时相

聚在一起，互相扶持，一起分享快乐。更

重要的，是大家能一起为华族的将来出一

分力，把我们的优良传统和文化传承给

下一代。

宗亲们，我们在明年的的迎新活动

上再见！

缝隙里看到什么? 在那里，看见吗？

吖！就在那里，看见了吗？

赶快,瞄准镜头把它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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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一月至三月)

家骏宗亲 1819.20元

水平宗亲 1819.20元

天益宗亲 1819.20元

第二期(四月至六月)

期顺宗亲 677.70元

金福宗亲 677.70元

溪九宗亲 677.70元

华木宗亲 677.70元

南钟宗亲 677.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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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互助部颁发奖励金予25位参与探丧与送

殡出席率最高者，前 13名各获得40元获得职总购物

礼券,后 12各获得 20元职总购物礼券。互助部主席

清吉及副主席钦钟主持颁发奖励金仪式。

庆祝中秋节	 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

乐龄郊游	 2009年11月(星期日)

冬至祭祖	 2009年12月20日(星期日)

迎新大步走	 2010年1月3日(星期日)

活
动
预
告

鸣
谢

互助部颁发奖励金

互助部派发2008年度互助金

添胜宗亲 677.70元

钦钟宗亲 677.70元

第三期(六月至九月)

昆赐宗亲 2725.20元

文福宗亲 2725.20元

第四期(十月至十二月)

瑞富宗亲 1360.80元

建国宗亲 1360.80元

添泉宗亲 1360.80元

*注*凡非会员参加“保安清醮”，将可成为公会会员，免交入会基金及一年会费。(加入互助部除外)

新加坡梁氏族人延续福建翔云家乡的传统习俗，各个房祧每年轮流做“保安清醮”，祈求神明保佑，

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因为每年做醮开销庞大，在新加坡不是每年能够做到。

有 于此，公会执委理事会经过仔细研讨后决定从今年起统一举办“新加坡梁氏族亲保安清醮”，不分

房祧都可参加，祈求神明保佑合家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兴隆。这么一来既不失延续传统，又圆了族亲们多

年的夙愿，希望族亲们大力支持，踊跃参加。

日　　期 ：	2010年1月23日(星期六)农历己丑年十二月初九

晚　　宴 ：	2010年1月24日(星期日)公会广场

收　　费 ：	每份250元(赠送一朵晚宴襟花)

	 	 晚宴襟花一朵50元；一席500元。多惠益善

名誉赞助 ：	捐献二千元(赠送一席)

赞助人 ： 捐献一千元(赠送四朵晚宴襟花)

报名截止日期 ：	2009年11月30日(农历己丑年十月十四日)，请

尽快报名，凡报名者必须在截止日期以前将家

眷的生辰八字交公会秘书处，方便行政工作。

举办《新加坡梁氏族亲保安清醮》

会
员添安宗亲令尊长球宗长辞世，长球宗长历任我会名誉会长，

贡献良多，同人等深表悲悼。

在治丧期间，添安宗长不忘公益慈善，允将公会执委理事及宗

亲等帛金转购公会教育基金慈善礼券，共得1580元。此外，秉承长

球宗长生前热爱公会，好善乐施的精神，另捐献二千元及在他名下应得的互

助金共57.15元全数充作教育基金， 仁风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楷

模，铭感之余，特此申谢！

会员瑞富宗亲令尊桂昌宗长于去年十月间逝世，瑞富宗亲将他名下应得的

互助金共762.15元捐献公会充作教育基金，爱护公会的热诚，谨此申谢！

会员振顺宗亲令尊金墙老先生于今年六月间逝世，居丧期间，公会代表前

往探丧执绋以表哀思。并征得振顺宗亲同意将他名下应得的互助金共441.67

元捐献公会充作互助部基金。

此外，会员金枝宗亲于今年六月间逝世，其哲嗣同意将其名下应得的互

助金共441.67元捐献公会充作互助部基金。

对上述宗亲热爱公会的精神，仁风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楷模，

铭感之余，特此申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