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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之时感动天地

击鼓祭拜祖先祈求世代子孙兴旺

古云：“木之千枝出之一木，水之万
流归之一源，祖之再众复出一脉。

溯源报本，尊祖敬宗，乃是中华民族传统
之美德。”

我会早在去年出席槟城梁氏宗祠举行的世界梁氏恳亲大会

时，就接到山东东原文化研究会的请帖。该会理事长山峰宗长与

秘书长梁俊宗长也一再盛情邀请。因此，回国后，我会就积极筹

划，组织一个有规模的代表团以参与2011年5月19日至20日所将

举行的梁氏九世祖-梁叔渔公的祭祖大典。最后，成行的共有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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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人。一团人浩浩荡荡于今年5月15日一早前往我

国樟宜机场，乘搭中航先抵达北京，再于17日转乘

内陆班机到山东省济南市。而后于19日由研究会派

车接我们到梁山县，入住中韩酒店，整个行程中，

除了济南到梁山县的交通出了些状况，一路上可说

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笑颜开。

参加盛典前我们沿途游北京，上长城，参观

鸟巢与水立方，体验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经

典设施，也到了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前门大街。当然

也不忘享用了享誉海内外的全聚德北京烤鸭等美味

佳肴。到了济南，当然不可不到曲阜祭拜孔庙，游

览孔林，并向至圣先师表示我们一团人专程远道而

来的一份敬意。最后一站，当然是得爬上享誉古今

中外，家喻户晓的泰山。了解为何历代皇帝率领百

官要登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我们的好几位团员，

终于不负所望，爬上顶峰，登高望远，祈求国泰民

安，风调雨顺。也尽情享受“江山如此多娇”的美

妙意境！

梁氏九世祖-梁叔渔公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

之一，享有盛名，备受梁氏后人的尊崇。这几年，

东原梁氏文化研究会正在积极筹资，兴建梁氏大宗

祠(注:工程已在进行中)，还为叔渔公立墓碑。我会

也响应号召，捐献人民币一万元，以表心意。

梁氏九世祖叔渔公（梁鳣）之墓

游北京登上“万里长城”

参观北京奥运场地“鸟巢”

参观北京国家剧场

到了水泊梁山当“好汉”

路经梁平县“状元村”牌坊登泰山远眺

游
北京

济南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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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祭祖大典盛筵

进生会长赠送纪念品
给东原梁氏文化研究
会梁山峰理事长

在盛大宴会上唱一首“当我们同在一起”

隆重的祭祖盛典于5月20日上午举行，现场一片红海，好不热闹。当

时天空下着绵绵细雨，参与者却热情不减，让祭祖仪式能如期的在庄严的

气氛下按时完成。

当天下午，主办单位带我们游览水泊梁山，登上梁山，观赏梁山好汉

的表演，并喝了口“宋江”亲自献上的英雄好酒，才尽兴而归。

当晚，我们出席了告别晚宴，为了感谢主办方的盛情款待，我会会长

进生宗长代表公会赠送了一件纪念品给主办方，由山峰宗长接受。接着，

我们一团人上台为现场上千名嘉宾敬酒。三声“饮胜”，让全场振奋，起

立干杯。最后，我们还献唱了两首歌：“当我们同在一起”及“要拼才会

赢”，更让全场一片欢腾！

隔天一早，我们一团人登上旅游巴士，向专程前来送别的山峰宗长互

相道别后，终于依依不舍离开山东。

这一次山东之旅，一团人发挥了高度团队精神，一路上有说有笑，彼

此照顾，为公会争光，表现可圈可点！

在山东参加祭祖大典期间，《山东侨报》的记

者战翠萍和杨梦冉两位特别邀约我会进生会

长作个专访，谈谈我南洋梁氏公会的今时往事。进

生会长说，全世界的梁氏宗亲是一家亲，能回到祖

国梁族源地参加东原梁氏文化研究会举办的祭祖

大典，我们感到很荣幸。特此转载该报导如下：-

山东侨报专访

进生会长指出：

	 亲情需要凝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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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玖宗长呼吁：

会员宗亲继续热心捐献教育基金
2011年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公会前财政杜玖在公会颁发2011年

度奖助学金典礼上，呼吁会员宗亲

继续秉持热爱公会，热心教育事业，捐献

公会的教育基金，奖掖品学兼优的族人子

女勤奋向学。

他说，在华人社会有一个传统习俗，

不论是办喜事或是办丧事都不忘做慈善，

捐献教育或公益事业，大莫善焉！去年公

会就收到会员宗亲的捐款近万元，这是一

个很可观的数目，充分说明我们的会员宗

亲是多么热爱公会，多么重视教育，为栽

培和奖励我们的下一代，出钱出力，这种

崇高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2011年度奖助学金颁奖典礼是于今

年4月24日在公会礼堂举行，共颁发20份

奖学金和2份助学金，包括4份大学奖学

金每份2500元，3份理工学院奖学金每份

750元，中小学组共13份。今年的总奖金

共14,910元。

杜玖宗长在致词时也指出,公会在过

去38年来,颁发的奖助学金总额已超出50

多万，得奖学生人数约1500名。能够持

续不断地颁发奖助学金,完全有赖于前辈

公会领导有远见，筹募教育基金投资于小

坡黄金广场一间商店，收取租金充作教育

基金而有了固定的资金来源，这是我们子

得奖学生与公会领导及颁奖嘉宾合影

领奖学生的家长拍照

公会代表杜玖宗长致词

子孙孙的福气。

所以，他提醒会员宗亲和小宗亲们铭

记于心，要珍惜这份奖金，不要把它视为

理所当然。今天，你们能够获得公会的奖

学金也说明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学业成

绩也得到肯定。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得奖同学他日学

成，要报答父母，以尽孝心，回馈公会为

族人的福利尽一份力。更期望你们成为接

班人，这样公会的会务才会薪火相传，延

续不断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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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股主任: 文生

学生代表玮凌

领取奖学金后留影

期望得奖同学
将来为公会服务
文教股主任文生希望得奖同学再接再

厉，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

争取更好的成绩，千万不要辜负公会对他

们的期望，更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能够回

来贡献公会，回馈公会。

他说，今年第21届大专奖学金及第

38届中小学，高中，学院奖助学金，共

有36位申请者，而得奖学生有22位，或

占61%。即得奖学生计：小学组7位，中

学组6位，理工学院组3位，大学组4位，

助学金组2位，总奖金共14,910元。

接着，他感谢总务水平，妇女组主任

舒云，互助部查账梁寅及互助部财政新露

等，他们热爱公会捐献教育基金。

将来愿为公会效力
学生代表梁玮凌连续两年获得公会的

总务水平宗长颁发大专组奖学金 妇女组主任舒云颁发中学组奖学金互助部财政新露宗长颁发小学组奖学金

大学奖学金，她说，这是公会对她的学业

成绩的认同，给予她的激励，她感到很荣

幸，也很感谢公会给她这个机会站在台上

代表得奖同学致谢词。

她表示将来能够更多地参与公会的各

项活动，以自己的能力为公会的未来发展

作出贡献。

玮凌与得奖同学分享她的学习心得，

她说，学习，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不要

因为挫折而放弃或自暴自弃，而应该从错

误中学习，力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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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第64届执委会暨互助部第25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进生会长强调：维持团队纪律	 	 保持公会声誉

会长进生指出，今后公会主席团要重视纪律，明确挑起另一项重要任务：对内做团结工作，维持团队纪律，

对外保持公会声誉。

他是于6月29日举行的公会第64届执委会暨互助部第25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上致词，他特别强调，纪律是接下

来这一届执委理事会的工作重心。主席团是公会团结核心与象征，主席团成员要以身作则才能挑起这项重任。

全体新一届执委理事在永久荣誉会长/顾问加曾的监誓下，庄严地宣誓就职。进生会长颁发委任状予各股委

员。晚间设卡拉OK联欢宴会,庆祝两年一度的执委理事会的诞生,新旧交接,气氛融洽.

永久荣誉顾问汀洲：争取有潜质精英	 自我更新

永久荣誉顾问汀洲致勉励词时，希望接下来每一届的选举能争取到有潜质的精英来为公会服务，为将来自

我更新，后继有人，接班替代做准备，我会才有新生的力量，新的前途。

他促现届理事会要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在原有的基础上，开拓新方向，充实经济来源，同时在发展会务

上，兴革事宜，有时会遇到逆境，我们要以坚定的立场，面对现实，以正确的思维及见解，判断和推动力，克

服困难，寻求突破，而达到成功生存的道路。

总务水平:	当务之急自我更新		培训接班人

总务水平在致词时说,虽然会务已经上轨道,然而,现有领导班子逐渐老化,当务之急是要培训接班人.要做到这

点,领导班子必须自我更新.所以,他促请会员宗亲在投选理事的时候要以公会的前途为重,抛开个人感性和情绪,任

人唯贤把年轻人引进公会,避免将来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

他代表公会感谢主持监誓的加曾宗长及致勉励词的汀洲宗长,以及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各宗亲会代表的踊

跃出席.

附照片：

1）背景 10）福利股全体委员

2）进生会长致词 11）康乐股全体委员

3）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致勉励词 12）文教股全体委员
4）总务水平致词

13）妇女组全体委员
5）青年团主任志伟在监誓人永久荣誉会

长/顾问加曾宗长前签名就职

14）青年团全体委员
6）青年团副主任丽云在监誓人永久荣誉会

长/顾问加曾宗长前签名就职

15）进生会长颁委任状予妇女组委员邬秀瑛女士
7）公会第64届执委会暨互助部26届理事

与顾问团合影

16）进生会长颁委任状予青年团委员奕伟

8）互助部26届理事与顾问团合影 17）进生会长率领主席团祝酒

9）组织股全体委员 18）高歌一曲“当我们同在一起”

会员大会照片：1或2：出席2011年度会员大会翻阅大会文件和报告

公会第64届执委会暨互助部第26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会长进生指出，今后公会主席团要重

视纪律，明确挑起另一项重要任

务：对内做团结工作，维持团队纪律，对

外保持公会声誉。

他是于6月25日举行的公会第64届执

委会暨互助部第26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上

致词，他特别强调，纪律是接下来这一届

执委理事会的工作重心。主席团是公会团

结核心与象征，主席团成员要以身作则才

能挑起这项重任。

全体新一届执委理事在永久荣誉会

长/顾问加曾的监誓下，庄严地宣誓就职。

进生会长颁发委任状予各股委员。晚间设

卡拉OK联欢宴会，庆祝两年一度的执委

理事会的诞生，新旧交接，气氛融洽。

永久荣誉顾问汀洲：

争取有潜质精英 自我更新

进生会长强调：

  维持团队纪律 保持公会声誉

永久荣誉顾问汀洲致勉励词时，希望

接下来每一届的选举能争取到有

潜质的精英来为公会服务，为将来自我更

新，后继有人，接班替代做准备，我会才

有新生的力量，新的前途。

他促现届理事会要高瞻远瞩，未雨

绸缪，在原有的基础上，开拓新方向，充

实经济来源，同时在发展会务上，兴革事

宜，有时会遇到逆境，我们要以坚定的立

场，面对现实，以正确的思维及见解，判

断和推动力，克服困难，寻求突破，而达

到成功生存的道路。

总务水平在致词时说，虽然会务已经

上轨道，然而，现有领导班子逐渐

老化，当务之急是要培训接班人。要做到

这点，领导班子必须自我更新。所以，他

促请会员宗亲在投选理事的时候要以公会

的前途为重，抛开个人感性和情绪，任人

唯贤把年轻人引进公会，避免将来出现青

黄不接的现象。

他代表公会感谢主持监誓的加曾宗

长及致勉励词的汀洲宗长，以及台前幕后

的工作人员，各宗亲会代表的踊跃出席。

总务水平: 

当务之急自我更新 培训接班人

高歌一曲“当我们同在一起”

进生会长率领主席团祝酒进生会长颁委任状予青年团委员奕伟

进生会长颁委任状予妇女组委员邬秀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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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部第26届理事与顾问团合影公会第64届执委会暨顾问团合影

组织股全体委员

福利股全体委员

康乐股全体委员

文教股全体委员

妇女组全体委员

青年团全体委员

2011年会员大会于4月24日召开，并

举行两年一度的选举，进行计算选计票结

果，选出38位公会及互助部执委理事。

公会查账：梁水文、梁寅；互助部查账：
梁振成、梁成水；公会信托：梁加曾、梁
汀洲、梁美灿、梁荣华 (全部留任）；互
助部信托：梁连发、梁文德、梁怡来、梁
成坤 (全部留任)

复选工作一波三折，延至5月29日才

尘埃落定，进生会长在全体执委理事一致

挽留之下接受留任。于是产生公会第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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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玖；财政：庆华；副财政：木盛；
组织股主任：金发；副主任：梁叶梨花；
福利股主任：顺木；副主任：亚礼；康乐
股主任：梁何美莲；副主任：森富；文
教股主任：文生；副主任：麒麟；妇女组
主任：舒云；副主任：梁卓清华；青年团
主任：志伟；副主任：丽云；执委：梁陈
娟玲、梁黄舜熙、桂生、津志；查账：水
文、梁寅

兹将各股委员会名单列下:-

组织股

主任：金发；副主任：梁叶梨花；秘书：
丽云；财政：金福；副财政：南钟；委
员：杜玖、梁卓清华、亚礼、森富、木
盛、桂生、振成、世仁、麒麟、梁陈娟玲

福利股

主任：顺木；副主任：亚礼；秘书：金
福；副秘书：水文；财政：梁寅；副财
政：水源；委员：玉辉、金链、南钟、梁
允、奕南、振成、再传、金辉

主任：梁何美莲；副主任：森富；秘书：
梁叶梨花；财政：蔡 ；联络秘书：郑
爱华；委员：九英、水文、桂林、雅源、
进南、柳绿、梁陈传芳、梁翁爱玲、梁卓
莲花、梁王玉英

文教股

主任：文生；副主任：麒麟；秘书：津
志；副秘书： 益；财政：家文；委员：
丽云、梁毅、梁叶梨花、梁卓清华、梁陈
娟玲、桂生、永武、世仁、耀荣

妇女组

主任：舒云；副主任：梁卓清华；秘书：
爱梅；财政：梁黄舜熙；联络秘书：梁陈
玉梅；委员：梁王玉英、梁廖玉叶、玉
霞、玉珊、梁莹、秀骞、梁谢茶花、梁洪
秀凤、梁邬秀瑛、陈亚友

青年团

主任：志伟；副主任：丽云；秘书：源
源；财政：水文；委员：麒麟、耀荣、家
文、津志、奕伟、顺杰

编委会

咨询：进生、淑菁、水平；主编：文生；
副主编：麒麟；编委：志伟、顺木、舒
云、清吉、金发、梁何美莲、梁毅、家
文、 益、津志、桂生；摄影：耀荣、
梁卓清华

主席：清吉；副主席：钦钟；秘书：水
源；副秘书：南钟；财政：新露；副财
政：金辉；庶务：金福；副庶务：金链；
理事: 槟榔、奕南、永武、梁允、水文

会员暨互助部部员大会暨两年一度的选举

康乐股

青年团副主任丽云在监誓人永久荣誉会长/顾问
加曾宗长前签名就职

青年团主任志伟在监誓人永久荣誉会长/顾问
加曾宗长前签名就职

互助部第26届理事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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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龙须岩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

新春联欢晚宴

花鼓舞

小Y与螃蟹
欢庆春节

浮花恋影

丰收歌 观赏精彩歌舞表演

福利股主任顺木致词

会长进生向出席晚宴的嘉宾和会员宗亲贺年的时候促请他们

多多参与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只有通过这些活动才有机

会让大家聚集在一起，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交流，公会是一个联

络站，联系宗亲间的感情和宗谊。

他指出，公会一年中各股主办的

活动很多，像今晚福利股主办的庆祝

龙须岩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新春联

欢晚宴是全年最盛大的节庆，出席的人

数也最多，余兴节目特别精彩每年在金

航旅游的安排下邀请到来自中国不同省

市的歌舞团担冈表演，令人人赞赏。还

有康乐股主办的庆中秋暨儿童节联欢晚

会，有三四百人参加。正月初二举行的

新春团拜一年比一年热闹。青年团主办

的“迎新大步走”成为公会的家庭日，

更受会员宗亲欢迎。

福利股主任顺木致词时说：“新

的一年，新的开始，每个人都有新的希望，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

春，值此新春佳节，让我们向龙须岩清水祖师暨众神明上柱香，

祈求神明保佑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子孙兴旺，更期望明天会更

好。”福利股主任顺木在新春联欢晚宴上向出席宴会的会员宗亲

拜年祝福。

他说，今天是岁次辛卯年正月初六，公会福利股主办庆祝龙

须岩清水祖师圣诞，观世音菩萨，三代祖师，梁府大人，六王府

大人，福德正神暨众神千秋，第二十一次新春联欢晚宴，承蒙大

家拨出宝贵时间出席今晚的宴会，给场面增光不少，和谐吉祥。

福利股主办这个庆典每年都得到会员宗亲的热烈支持踊跃出

席，一再说明我们的共同心愿：祈求神明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瑞气祥和，万事如意。

他说，这是梁氏族人的传统节日，我们就延续传统的习俗和

方式来庆祝，这样才能把节日的气氛按照传统的形式，世世代代

相传下去，但随着时代潮流的改变，我们也作出调整，尽量做到

既不失传统又能融合潮流，做到存旧立新的概念。正如在节目的

安排上，除了木偶戏，卡拉OK歌唱外，还特别情商金航旅游安

排来自中国南京黄素嘉舞蹈学院歌舞团表演精彩歌唱，舞蹈等节

目，令余兴节目更丰富，多姿多彩，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进生

会长代表公会赠送一份纪念品给该学院表示感激。

大合唱“贺新年”

捞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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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曾宗长(后排站立者左5及左6顺木宗长)
与领取贺岁红包的小孩一起

锣鼓咚咚响！瑞狮呈祥！新年到，宗

亲会员携幼扶老来到公会出席新

春团拜，见面第一句话“恭喜发财”！讨

个吉利。

今年的团拜和往年不同，特别请到

名誉会长荣基博士现场挥春，写春联，门

联，梁博士潇洒挥毫，应众要求写了一幅

又一幅，红彤彤的春联增添春的气息！春

的祝福！春意盎然！

新春佳节相聚一堂，大家兴高采烈，

谈笑风生话家常，品茗茶剥瓜果，跟往年

一样，捞鱼生不可少，讨个吉利“年年有

鱼”，捞得风生水起，横财就手—发！

发！发！丰盛的自助餐让大家大快朵颐。

进生会长祝贺会员宗亲兔年行大运，

新春伊始许个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观赏精彩歌舞表演

新

团
拜

名誉会长荣基博士挥春,进生会长(左)及署理会长顺发一旁欣赏

新春团拜贺新年

永久荣誉会长/顾问加曾宗长派发贺岁红包

祈求清水祖师保平安

合境平安，公会

会务蒸蒸日上，

为宗亲谋福利。

出 席 新 春

团拜的孩子们向

永久荣誉会长兼

顾问加曾宗长说

声“恭喜发财”，

接过压岁红包，高高

兴兴。

热闹的场面不但让场内人感到兴奋，

也让路过的外国侨民感到好奇，驻足观赏

嵩岭武术馆的瑞狮采青表演，他们带着好

奇的眼光感染这份华人的新春佳节气氛。

每人领取一份橘子袋代表吉祥如意，祝福

声中说再见!

外国侨民也来看热闹

锣鼓声,爆竹声儿童乐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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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三八妇女节”与生日会挂钩别

有一番意义。

妇女组主任舒云说，妇女组为其委员

庆祝生日，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在一季里

有几个寿星凑在一起，为自己做生日也为

别人做生日。这一季适逢“三八妇女节”

这个伟大的日子，同时为我们的委员庆祝

生日，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意义的。生日会

上的食物都是妇女组的姐妹们亲手烹饪

的，他们自掏腰包煮传统菜肴，还有家传

家乡菜，让大家吃个痛快。

舒云也告诉姐妹们有关“三八妇女

“三八妇女节”

《心系中华文化》
摄影比赛

为发扬与传承中华文化，南洋梁氏公会和数家会馆联合举办《心系中华文化》摄影

比赛，希望社会大众通过参与这项活动，能更频密的接触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

南洋梁氏公会是前两届的大会秘书处，我们希望参赛者在拍摄华族活动的过程中，能多

了解有关活动和习俗的意义，从而间接起到发扬与传承的作用。第二届比赛已经于2011

年2月20日假怡丰城举行颁奖典礼及同步举行摄影展，大会也同时印制了一本精美的摄

影特辑，分赠参赛者和公众。

主办方已经为第三届比赛展开筹备工作，除了奖座外，得奖者也能获得丰富的奖金

和奖品。我们也鼓励参赛者多关注和拍摄华族的日常活动，除了拍摄传统节日和大型活

动外，希望各界人士能从日常生活中实践传统习俗和传承优良的价值观。以下是《心系

中华文化2012》摄影比赛的详情：

比赛期限：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0月1日

作品主题：必须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有关连

参赛资格：不局限国籍和年龄，作品必须是在新加坡拍摄

主办单位：厦门公会(本届大会秘书处)／南安会馆／三江会馆／南洋梁氏公会

报名表格：如欲获取表格，可电邮至：linkphotocontest@gmail.com

妇女组主任舒云致词

廖永琦医生主讲“人到
中年的烦恼”

妇女组主任舒云(右)赠送纪念品给
廖永琦医生

三位寿星婆与廖永琦医生(右)
一起庆生 生日舞会

节”的由来，她说，早在1909年3月8日，

美国芝加哥女工为要求男女平等，同工同

酬而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翌年8月，

国际第二次社会主义者妇女大会在丹麦哥

本哈根举行，接受国际妇女运动领袖德国

人蔡特金的建议，规定每年3月8日为国

际妇女节。而这位妇女运动先驱蔡特金称

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在副会长淑菁的安排下，邀请到廖

永琦医生作专题“人到中年的烦恼......”

演讲，廖医生指出，人要避免到中年的烦

恼就得在年轻时做好准备，好好规划财务

上的安排，未雨绸缪，安享退休时的优闲

写意生活！

听了廖医生的激励演讲，大家都很兴

奋，给生日会带来欢笑与快乐的气氛，切

蛋糕－祝你生日快乐,吃蛋糕－祝你

生日快乐！还有家传菜，美馔佳肴，饱尝

美食之余，在卡拉OK优美的歌声带动下，

你唱歌我跳舞，舞蹈班的学员情不自禁地

翩翩起舞，满场飞，热闹气氛真的－好

乐－好乐耶!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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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这个华人传统的节日，依照习

俗要上坟扫墓，拜祭先人。

福利股则在每年农历三月清明前的一

个星期日，在宗祠梅镜堂举行清明祭祖，

仪式简单隆重，诵读祭文，吊念先人，祈

求先人在天之灵庇佑后人。还有宗亲为其

先人晋驻神主位，恭请荣誉会长/顾问美

灿宗长BBM(L)主持晋驻仪式。依照习俗惯

例，祭祖仪式过后备疏肴筵开29席招待所

有前来祭拜的宗亲。

互助部的组织日臻完善，除了探丧送

殡越来越多宗亲参与外，送殡锣鼓

外包，不久前又添置了送殡大标，给送殡

哀容更胜一畴。这幅大标制作费不菲是互

助部财政新露宗长报效的。

在宗祠梅镜堂祖先灵前上柱香祈求平安

清明祭祖的会员宗亲在宗祠敬香 荣誉会长/顾问美灿宗长主持晋驻仪式 祭祖仪式过后备疏肴招待宗亲们

清明时节,上坟扫墓,
踏青－祭祖

互助部添置送殡大标

互助部的送殡大标

出动大标的送殡行列

互助部送殡队伍在灵堂前奠祭

互助部的送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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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扫除已经成为公会常年活动之一，订在农历新年前的一个星期日举行，福利股负责

发动执委理事们，一大早前来公会把工作分配好，你擦香炉，我抹神龛，还有一些

人到楼上打扫礼堂，妇女组则负责清洗厨房，整理碗筷，冲冲洗洗，洗洗刷刷，偌大的会

所，打扫起来很费功夫，没有人手谈何容易，所以，在福利股的号召下，人多好做事，不到

半天的时间，整个会所的场地清洁整齐，四周环境焕然一新，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好自在！

妇女组忙完了清洗工作，还得准备午餐，劳苦功高。大家都以愉快的心情迎接即将到

来的新年！

互助部在每年清明祭祖的时候，颁发奖励金给参与探丧与送殡活动出席率最高者，今

年颁发30位为历年来最多的。前18位各获得职总超市40元购物礼券，另12位则各

得20元购物礼券。互助部主席清吉和副主席钦钟主持颁发奖励金仪式。

庆中秋联欢晚会
10/9/11

乐龄郊游
19/11/11

烧烤会
26/11/11

冬至祭祖
18/12/11

迎新大步走
1/1/12

大扫除

活动预告

公会查账梁寅宗长令千金出阁，筵开

百席宴请亲朋戚友包括公会执委理事，席

间梁寅宗长捐献二千元充作公会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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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部有六位会员宗亲将他们名下领

取的互助金，捐献给互助部充作基金用来

添置器材和设备。他们是:-

世伟	-	250元
世德	-	434.95元
清祥	-	800元
瑞杜	-	263.95元
金兴	-	310.95元
祥奕	-	410.95元

以上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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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部颁发奖励金

进生会长拿起铜刷把香炉擦亮

妇女组成员打扫厨房

亚礼与金发两位宗长把香炉擦得亮晶晶 振成宗长擦香炉也不落人后

互助部主席清吉(右)派发奖励金予世金宗亲 互助部副主席钦钟派发奖励金予天来宗亲

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