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本期开始，会讯将冠名《梁园》。在中国古典诗文之

中，“梁园”泛指奢华的豪门巨宅、贵族门庭，也被

引申为广结文人雅士的好客之家。李白诗句“一朝去京国，

十载客梁园”便是一例。冠名“梁园”，意在将这股富贵之

气，送给每一个梁氏宗亲。

 同时，从本期开始我们也会在会讯中加入英文简介，

以方便年轻会员阅读。

  梁园的原典，是指汉文帝次子、汉景帝同母胞弟刘武

在其封地上所兴建的一座名园。

 刘武为窦太后次子，事母极孝。他于公元前168年被

封为梁王，建都城于睢阳，在位25年。史称他仁慈孝顺，

所以死后溢封为梁孝王。

 梁国地大物博，其国界北达泰山以南，西至今开封杞

县以东，拥有大县40余城，占据天下膏腴之地，再加上朝廷

不断赏赐，窦太后又格外恩宠，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又

因平定七国之乱立了大功，得赐天子旌旗，所以地位特殊。

 梁孝王在位时大治宫室扩睢阳城70余里，建梁园300

里。另外他又雅好诗文歌赋，广结天下贤士，众多大文豪

均为梁王座上宾，例如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他们留

下大量的传世名篇，为汉赋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梁园的另一个典故，是指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广东佛

山诗书名家梁蔼如、梁九华、梁九章及梁九图叔侄四人，

耗时四十余年在当地所兴建的一座园林。这座梁园是清代

岭南文人园林的典型代表，为岭南四大园林之一。梁园遂

成为佛山梁氏宅园的总称。

We renamed our newsletter as Liang Yuan Neosletter, 
with the hope of  bringing the spirit of wealth and 

prosperity to each and every fellow ethnic members.
There are two allusions for “Liang Yuan”(literally Liang’s 

Villa).
The first one refers to a famous villa built by Liu Wu 

in Han Dynasty. He was crowned as King Liang (梁王) 

due to hi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mperor, his maternal 

brother. He built the Liang Villa to house a lot of writers, 

poets and scholars.

The second one refers to the famous villa built by one 

Liang family who resided in Foshan (佛山),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is family was famous 

for literature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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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宗乡会馆都普遍为同一问题所困，那就是原有

会员逐渐老化，而少壮会员又填补不足。长此下

去，许多会馆都将因后继无人而面对生存的挑战。

会长进生宗长在第68届执委会暨第30届互助部理事会

就职典礼上致辞时说：“这是关乎公会前景的问题，我们

的公会也正面对这个威胁。”

他指出，有的公会是有会员而没资源，另一些公会则

是有资源而没会员。两者都肯定面临生存的挑战。

“虽然我们有资源，也有会员，暂时没有危机，但我

们有必要未雨绸缪，要有危机意识，不能等到问题出现时

才来临时抱佛脚。”

他认为，要保证公会能够永续传承，最理想的情况就

      公会亟需引进新血，
         为传承问题未雨绸缪

是在理事之中，老、中、青三代人都齐聚一堂。这便能确

保公会后继有人，不至于像许多会馆那样青黄不接。

但是随着新加坡的人口逐渐老化，而中、青年一代又

多因生活和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腾出时间来为公会效力，

导致许多宗乡会馆的少壮会员严重不足，难以在承先启后

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虽然我会目前尚未有这方面的顾虑，可是根据我们目

前引进新会员的进度来推测，我会迟早也会面对理事人员

青黄不接的困境。

他说：“我会有不少资源，财务上并无问题，但却需

要妥善的管理与发挥，才不至于辜负前人的一番苦心，

以免糟蹋他们辛苦耕耘所积累的成果，浪费了宝贵的资

源。”

最后，他呼吁公会同仁继续发挥团队精神，共同为公

会的美好前景而努力不懈。

On 29th June 2019, in his speech during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President Chin Seng remarked that our 

clan association has also been facing the problem of 
lacking new blood to fill the generation gap, as what other 
clan associations are facing.   

He expressed that the ideal solution would be to have 
the older, middle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to work together 
so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an take over the duty of 
running the Association in due course.   

名誉顾问建鸿宗长于出席68

届执委会暨30届互助部理

事就职典礼时，再度慷慨解囊，

捐款1万元充作我会的教育基金。

现为SMRT集团首席执行长

的建鸿宗长，从小学到初级学院

的12年教育中，便多次获得我会

的奖学金。他二度捐款给教育基

金，体现了饮水思源的美德。他

首度的捐款为2万元。  

他于1985年荣获新加坡武装

部队海外奖学金，前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攻读电机工程学

和电子工程学，获得工学学士（二级荣誉）学位。之后也

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技术经营学，获得理学硕士。

他于1983年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在陆军部队工作，

先后担任过陆军助理参谋长（作战）、第九师师长、陆军训

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三军总参谋长和陆军总长等。2003

年SARS事件爆发时，他曾协助新加坡政府设立联络与跟踪

系统，控制和监视非典型肺炎的蔓延。2010年3月他接任三

军总长，同年7月1日军衔从少将升至中将。

2013年3月27日，他正式退伍，随后前往美国哈佛大

学商学院上高级管理课程。同年7月1日，他被任命为教育

部常任秘书（发展）。2017年，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常任秘

书（国防发展）。

多年来他获奖无数，包括新加坡武装部队海外奖章

（2000年）、行政功绩奖章 (银，武装部队)（2003年）、

行政功绩奖章 (金，武装部队)（2007年）、长期服务奖章

（武装部队）（2008年）等。

Our honorary adviser Neo Kian Hong, now CEO of SMRT, 
made a second donation to our association's education 

fund. He was appointed honorary advisor in 2018.
This donation of $10,000, is his second donation to our 

education fund. His first donation was $20,000. As one of our 
scholarship recipients, his donations showed his gratitude to 
our association.

He joined the Singapore Armed Forces in 1983. Two 
years later, he was awarded the SAF Overseas Scholarship 
to study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In 2010, he was appointed 
as Chief of Defence Force and was promoted to the rank of 
Lieutenant-General. He retired from the armed forces in 2013 
and served as Permanent Secretary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2017, he was appointed as Permanent 
Secretary in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Defence Development).

名誉顾问建鸿宗长二度捐献教育基金

会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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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就职典礼会长致词

名誉顾问建鸿宗长



公会第68届执委会暨互助部
第30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顾问奕嵩宗长
致勉励词

公会每两年换届，2019年

为换届年。在4月份的

会员大会上，全体会员通过投

票方式，初选选出了第68届执

委会暨互助部第30届理事会成

员。之后再通过复选，定出各相

关职务的人选。

今年的投票选举在祥和的气氛中进

行。计票工作分五组进行，由上届理事分别担任唱票、

计票和监票的工作。最后选出38位理事，分别担任新一

届公会和互助部的各项职位。

Our clan association together with mutual benefit section 
re-elects committee members bi-annually. 2019 is the 

year for re-election.
38 members had been elected through the preliminary 

election in April. Thereafter, they were selected to fill in the 
positions of each and every committee.  

名誉会长春炎宗长担任新一届理事的监誓人，与副会长淑菁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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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执委宣誓就职后，与名誉会长春炎宗长（左六）
及名誉顾问建鸿宗长（左四）合照。

公会第68届执委会

公会信托：加曾　汀洲　奕清　三旺
会      长：进生
署理会长：顺发
副  会  长：水平 有财 淑菁
总      务：(正) 水平 (副) 杜玖
财      政：(正) 文生 (副) 奕强
康  乐  股：(正) 木盛 (副) 森富
福  利  股：(正) 金福 (副) 伟利
组  织  股：(正) 梁何美莲 (副) 梁叶梨花
妇  女  组：(正) 爱梅 (副) 美容
文  教  股：(正) 世仁 (副) 源园
青  年  团：(正) 渝生 (副) 维光
理      事：丽云 家文 顺木 梁卓清华
查      账：文德 贺添

互助部理事合照

信      托：文德    成坤    振成    奕南
主      席：清吉 副主席：钦钟
正 秘  书：水源 副秘书：南钟
财      政：义兴 副财政：杜玖
庶      务：金辉 副庶务：亚礼
理      事：金     金发    新露    全盛    森富
查      账：亚金    如意

互助部第30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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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股：
主  任：世仁           副主任：源园

秘  书：奕强          

委  员：文生    梁叶梨花    木盛    渝生

               妙     家文 丽云    梁卓清华

青年团：
主  任：渝生             副主任：维光

秘  书：妙

委  员：伟利    源园    丽云    奕伟    婉艳    

             

妇女组：
主  任：爱梅          副主任：美容

秘  书：冬梅

委  员：雅真 玉珊 玉霞 淑华    梁陈玉梅    

              梁谢美云 柳绿 梁洪秀凤 梁王玉英    

              梁廖玉叶 梁蔡春花 梁李雅妹

组织股：
主  任：梁何美莲       副主任：梁叶梨花

秘  书：伟利                财  政：金发

委  员：钦钟    森富    南钟    家文    奕强

              维光    美容    杜玖    源园

福利股：
主  任：金福           副主任：伟利

秘  书：钦钟           副秘书：义兴

财  政：金辉

委  员：南钟    水源    金     玉顺    金发    

              森富    振成    亚金

康乐股：
主  任：木盛               副主任：森富

秘  书：梁叶梨花     联络秘书：柳绿

财  政：蔡

委  员：进南 桂林    梁陈传芳    雅源    陈舜梅

              梁翁爱玲    南安    梁卓莲花 梁王玉英

妇女组委员合照

福利股委员合照

公会各股
委员

组织股委员合照

康乐股委员合照

文教股与青年团委员合照



庆祝国际妇女节

霹雳三地 欢乐游
妇女组为庆祝国际妇女节，特别在今年3月8日至11日

举办怡保、十八丁和太平四天三夜欢乐之旅，吸引

了29名会员及家属参加。

这回所选择的旅游地是马来西亚霹雳州的三个旅游热

点。该团乘坐冷气豪华巴士出发，沿途游览了太平湖雨树

景区、红树林、极乐洞等景点，也参观了火炭厂、 拉煎

厂、咸蛋厂等厂房。在旅途中，大家欢声笑语不断，然后

尽兴而归，期待在下一个欢乐游中相聚。

怡保是霹雳州的首府，2016年曾经被选为亚洲最佳旅游

目的地之一。这里曾经是马来西亚主要的锡矿产地，因此被

称为“锡都”。因为它四面皆山，所以又称“山城”。怡保

美食早已广为人知，在亚洲美食中占有一席之地。

十八丁（Kuala Sepetang）旧名Port Weld，是一个

古老的渔港。这里拥有英殖民地时代全马第一条铁路。选

择这里作为旅游点，自然是看上这里的海鲜美食和古老的

渔港风貌。

太平是因为拥有太平湖而为世所知。这里曾经是是霹

雳州的首府，如今是该州的第二大城镇，也是马来西亚最

古老的市镇之一。它也是马来西亚最早拥有湖滨公园、动

物园及博物馆的市镇。太平又被称为“雨城”，因为当地

的雨量比马来西亚其他各地多出一倍。

To celebrate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our Women 
Group organized a 4 days/ 3 nights Perak tour from 8 

March to 11 March this year. It attracted 29 clan members 
with their family joining the tour.

They travelled by coach and visited Ipoh, Kuala Sepetang 
and Taiping, the three famous tourist spots in Perak.

三八妇女节组团到霹雳州三地旅游

到霹雳州游山玩水，在湖边留影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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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由康乐股主办的“金月梁宵庆中秋暨儿童节联

欢晚会”，于今年9月7日（星期六）晚上在公会的广

场举行，成功的吸引了超过300名会员和嘉宾出席，场面热

闹，充满节日气氛。

康乐股主任木盛在致辞时，感谢公会理事同仁慷慨捐钱

赞助，也感谢公会各理事同仁以及康乐股歌唱班学员，抽空

前来帮忙布置舞台、准备食物、包扎奖品等等，使得这个晚

会能够顺利进行。

暨儿童节联欢晚会
金月梁宵庆中秋

今年的中秋晚会，吸引了300多位来宾，场面热闹

中秋晚会不单是大人的活动，也是儿童的佳节
康乐股主任木盛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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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月梁宵庆中秋
金月梁宵庆中秋暨儿童联欢晚会，康乐股安
排了25位歌唱班学员上台演唱，使得晚会生
色不少

会长进生与康乐股同仁及表演者合影

当晚节目丰富，老少同欢。康乐股还特别安排了25位

歌唱班的学员上台演唱，他们落力的演出，便体现在悠悠

扬扬的歌声之中。

跟往年一样，晚会的一大亮点，便是由进生会长率领

小朋友提着花灯绕场一周。小朋友排成一字长龙，提着花

灯笑语盈盈，给晚会增添许多欢愉和童趣。

晚会的节目是由蔡 和伟利两人协助安排。伟利也是

当晚的司仪。他洪亮的声音、幽默的谈话、机智的应对，让

晚会始终维持高昂的气氛。

康乐股也为晚会提供了丰富的游戏奖品和幸运抽奖。

来宾在悦耳的歌声中享用美味的自助餐、香甜的中秋月

饼和柚子，在梁氏公会度过了一个格外温馨快乐的中秋夜。

The Mid-Autumn Festival Cum Chidlren’s Day Celebration 
was held on the 7 September, Saturday. We managed to 

attract more than 300 participants to join this event.
Our Recreation Committee arranged 25 members 

from the clan’s singing class to perform. Their wonderful 

performance helped  to bring  joy and entertainment for the 
eventful evening.

To add festive mood for children, President Chin Seng 
led them with lantern each to go round  the clan premises. 
The activities had not just brought fun and laughter to the 
event,  but also to inculcate the valuable tradition in them.

Besides buffet dinner,  games and entertainment, the 
organizer also prepared a series of presents  for the final 
event— the lucky draw.

小朋友的游戏比赛

伟利和美容带领小朋友玩游戏



迎新大步走是公会的常年活动，每年1月初由青年团负责主办。

公会选择在每年阳历开年举办大步走，是希望通过这个提振士

气、充满动力的项目，让全年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并让这股刚健之气贯彻

全年。所以这项活动看似平常，其实寓意深刻。

 同时，今年适逢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纪念，公会选择以维多利亚剧院

前的莱佛士铜像作为迎新大步走的起点，象征新加坡从这里翻开新篇，这

座城市的兴盛与繁荣从这里开始，更是意义非凡。

参加这项活动的百余位公会会员和家属，大清早便聚集在维多利亚剧

院，在青年团主任伟利的带领下，展开热身运动。接着，进生会长挥动手

中的会旗，作为开步走的信号，大家便在晨光中迈开脚步，向前挺进。参

加者有的慢跑，有的快步，有的徐行，大家自由行动，无拘无束，享受着

沐浴阳光、拥抱自然的快乐。

走完全程，大家稍微休息片刻，便是“宾果”（Bingo）游戏时间。

参加者都沉浸在游戏的乐趣之中，幸运儿还赢得丰富的奖品。最后，大

家在享用了美味可口的午餐饭盒后，结束这一整天的活动。

New Year Big Walk is our annual event. The Youth Group holds this 

event in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each year.

Big Walk symbolizes a good start for the whole year. Moreover, as the 
whole country would be celebrating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200 years, it 
was meaningful that we made the statue of Stamford Raffles in front of the 
Victoria Theatre as our starting point.

This event attract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participants. Each and 
every one enjoyed the wonderful morning walk. After that, we had a good 
time in playing  Bingo games and ended the day with delicious lunch.    

迎新大步走的健儿，先同莱佛士合照留念

2019年迎新

8



会长将公会大旗一挥，大家昂首向前，迈向美好的2019年

2019年迎新 大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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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青年团主任伟利的带领下，
摇头摆尾做热身运动



瑞狮报喜 春满会所
农历正月初二新春团拜

名誉会长梁荣基博士挥毫题
写春联

新春团拜，济济一堂，大家同瑞狮合照一张，祝愿春满人间，如意吉祥

新春佳节，祝愿财旺福旺

小朋友领了新年红包，笑逐颜开，与进生会长和金福主任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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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normally hold our 
new year gathering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Lunar New Year. This year 
is no exception.

In the early morning, 
our Honorary President Dr 
Leong had already been 
busy writing spring couplets 
for good wishes to our clan 
members.

It was the New Year lion 
dance that brought the spirit 
of new year to the peak. 
Thereafter, we enjoyed the 
tossing of the prosperity 
salad  (Lou Yu Shen) before 
starting our buffet lunch. 

Every participant was given a pair of mandarin orange 
for best of luck at the end of the event.

今年的新春团拜一如既往，于农历初二早上在会所举

行。公会会员和家属陆续来到会所，互相恭贺新春

快乐，祝福的吉祥语不绝于耳，春节祥瑞之气遍布全场。

当天清早，名誉会长荣基博士在会所开始挥毫写春联、

门联、对联，让大家把这些喜气洋洋的联语带回家中。

接着，醒狮队响起锣鼓声，再加上电子鞭炮也同时爆

响，会所顿时欢腾起来。大家兴高采烈的观看两只瑞狮踏

着轻快的脚步进入会所，施展精湛的舞狮技艺，把全场的

气氛带到高峰。

看完舞狮表演，便是捞鱼生的时

间了。公会准备了发财鱼生，让大家

以吉利的兆头来迎接新的一年。大家

口里喊着一些耳熟能详的吉祥语，例

如年年有余、步步高升、黄金满地、

财源滚滚等，兴致勃勃的捞着鱼生，

并且享用自助餐。

进生会长祝愿宗亲们，在新的一

年里诸事顺利，心想事成。

接着，互助部主席清吉派发贺岁

红包给在场的孩童，祝愿他们快高长

大，学业进步。

散席之前，每人手上都提着一

对拜年橘子，互道珍重，欢欢喜喜

的离开。



我会延续往年的传统，在今年正月初六举行新春联欢晚

会，庆祝龙须岩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

今年的新春联欢晚会，通过金航旅行社的安排，还邀

请到中国兰州歌舞剧院的艺人到会所表演，节目有女子群

舞《千手观音》、杂技、男子双人舞《门神》、敦煌舞   

《飞天琵琶》、维吾尔族男女群舞《夏地亚纳》等。他们

精湛的表演，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此外，康乐股也安排了20位歌唱班学员上台独唱和合

唱20首华语和闽南语歌曲，给这个联欢晚会增添不少喜气。

根据史志，清水祖师俗姓陈，讳荣祖，法名普足。此

外尚有麻章上人、黑面祖师、清水真人、蓬莱祖师、昭应

祖师、祖师公、佛祖公等称号。

清水祖师生活于北宋，为泉州永春县小姑乡人。自幼

在大云院出家，后有小成，便到高泰山结茅筑庵，闭关静

坐，后经大静山明松禅师指点，参读佛典三年，终于悟道。

明松禅师授他衣钵，并告诫他：“我佛最大功德，就是行

仁，是故要舍弃万缘，以利物济世为职责。”于是在麻章

（现福建永春文溪村）施医济药，普救贫病，麻章人士尊

他为“麻章上人”。

宋神宗元丰六年，清溪（福建安溪，南宋时期更名为安

溪）彭莱乡（后更为蓬莱，也是受清水祖师影响）一带大

旱，乡人请他去祈雨，立刻甘霖普降，因此被尊称为“清

水祖师”。清溪蓬莱刘氏便献张岩山，筑一精舍，延请麻

章上人居住，并更名“清水岩”，这就是蓬莱祖殿的由来。

麻章上人在此修行十八年，行医救世、独力募化、修

桥铺路，人人称便，泉州、漳州、汀州一带的人都十分崇

信他。宋徽宗靖国九年，五月十三日在说教中端坐而逝，

享年六十五岁。地方人士感念其德泽，屡次奉报朝廷，敕

赐“昭应广慧善利慈济大师”封号。

据史志记载，清水祖师成佛后，神通广大，有求必应，

行仁赐福，兴神助战，功勋卓著。自宋至清，获多次敕封祭

典。英名远播，四海人民皆敬奉，倍受人间崇拜。

It is the tradition of our association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Patriarch Qingshui together with other Bodhisattvas 

and Gods on the 6th day of lunar new year by holding a 
celebration dinner. 

This year, we invited artistes from  China Lanzhou 
Music and Dance Theatre to perform for this occasion. Their 
wonderful performance had gained loud applauds from the 
audience.

Patriarch Qingshui is a famous deity widely worshipped 
by the people in the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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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联欢晚会，大家合唱一曲，祝愿美意延年

一变再变，
千变万化！

千手观音登场，
让人眼前一亮

庆祝龙须岩清水祖师圣诞

暨众神千秋新春联欢晚会
福利股主任金福致词

大家一起干杯，庆祝清水祖师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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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Criteria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ducation Award

会的评选，共有27位学生成功得奖，占申请人数的87％。

所颁发的奖助学金总额为2万1300元。较之去年，申请者减

少了14位，得奖者却增加了1位。

得奖的5位大学生，将自动成为公会青年团的活动成

员，为公会添加新的生力军，希望他们能热心公会的事

务，尽其所能为公会作出贡献。

文教股明年将

检讨和修改

奖学金的评选和申请准则

奖助学金颁奖典礼后与得奖学生合照

The new Education Committee Secretary Mr Neo Seh 
Lin announced in the recent committee meeting that in 

view of the impending changes to the education system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ur  current selection criteria for 
the Education Award  would have to be reviewed to reflect 
the students’ achievements in their study. 

For the year 2019, there were 31 applications for 
the Education Awards.  After a careful selection by the 
committee, a total of 27 applicants were successfully 
awarded with the Education Award for a total budget of 
$21,300.

新一届的文教股主任世仁于理事会上宣布，由于教育

部更改小学的评分制度和取消某些年级的考试，现

行的奖学金的评选准则已经不适合用了。公会明年将检讨

和修改奖学金的评选和申请准则，以便更好的反映学生的

学业成绩。

2019年度奖助学金共有31位学生申请，经过评选委员



得奖学生喜滋滋的展示奖状，祝愿他们在学业上更上层楼

13

Review Criteria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ducation Award

会长进生颁奖给大学组得奖者

康乐股副主任森富颁奖给小学组得奖者

组别 得奖人数

小学组 Primary Level 10

中学组 Secondary Level 5

高中组 Pre-University Level 4

理工学院组 Poly Level 3

大学组 University Level 5
互助部副财政文生颁奖给高中暨理工学院组得奖者



清明是华人祭拜祖宗、怀念先人和表达孝思的传统节

日。由于本地许多梁氏宗亲都将祖先神主位设在梅

镜堂宗祠，所以我会向来都非常重视这个日子。今年清

明，公会的祭祖活动安排在3月31日（星期日），即农历

二月廿五日。

福利股主任金福在致辞中指出，每年的清明祭祖活动，

宗亲们到梅镜堂宗祠来参加这个简单而传统的仪式，这份孝

心十分难得，体现了华人追思和凭吊先人以尽孝道的美德。

他希望我们的子孙后裔都能了解清明节所传达的孝悌亲情、

维系家族关系及慎终追远的精神。宗亲们共同在祖先神主

位前上香，祈求子孙兴旺，身体健康，生意兴隆，万事如

意，让这个优良传统世代延续，香火传承，意义极为重大。

目前，本地越来越多华裔家庭将祖先牌位请到佛堂或宗

祠。同时，许多人也会为自己或家人做好百年后的规划，预

先订购神主位或长生禄。因此，我会的梅镜堂宗祠，便成为

梁氏宗亲安置神主位的佳选。

Qing Ming Festival is a traditional event to worship our 
ancestors and to preserve our filial piety value. As quite 

a lot of our fellow members place their memorial tablets at 
our ancestral hall, our association takes this event seriously. 
This year, our Qing Ming ancestral worship was held on 31 
March.

祭祖清明

清明祭祖，大众在宗祠肃立，主祭和陪祭跪立，由总务水平唱礼

清明祭祖，公会在梅镜堂摆设供品

弘扬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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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9月13日，马来西亚槟城梁氏家庙一行11

人，在星洲梁氏总会理事的陪同下，到我会

拜访，由我会署理会长顺发，副会长有财，以及清

吉、金福、森富和金发接待。

梁氏家庙及星洲梁氏总会嘉宾先在本会所龙

须岩和宗祠两处神前上香和致礼，然后到会议室

接受我会的茶点招待。

新槟两地宗亲作了约一小时的亲切交流，大

家相聚甚欢。梁氏家庙诸访客更热情邀请我会组

团到槟城观光。

槟城梁氏家庙成立于1871年，至今已接近150

年。当时是由原籍中国广东省的梁氏宗族所发起，

所以大多数会员为广东方言群。

Leong See Kah Miew (literally Leong Clan 
Ancestral Temple) from Penang, Malaysia,  led by 

the President of  Leong’s Clan General Association 

(星洲梁氏总会),  visited our association early this 
13 September.  

They first paid respect to our deities and 
ancesters in front of the two shrines and 
subsequently were welcomed to our meeting 
room for a tea session.

The visitors and our clan representatives 
exchanged views and had a pleasant gathering. 

They invited us to organize a trip to Penang.   

互助部派发奖励金
互助部为鼓励宗亲积极出席吊唁和

送殡活动，每年都派发奖励金给

出席率最高的会员。今年获得奖励的理

事和会员共31名。奖励金由互助部主席

清吉派发。

奖励分为三组:

第一组10名，每人获得奖励40元；

第二组8名，每人获得奖励30元；

第三组13名，每人获得奖励20元。

根据2018年的探丧和送殡者名单，

出席率最高的首三名是：

金福（53次）

金辉（52次）

清吉（47次）

To encourage fellow clan members 
to attend wakes and funerals of 

our deceased members, this year 
mutual benefit section gave away 
encouragement awards to the top 31 
attendees in the attendance list.       

槟城梁氏家庙到访

槟城梁氏家庙在星洲梁氏总会的陪同下来访，在我会礼堂合影

槟城梁氏家庙一行人到访，与本会代表在礼堂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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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最乐，感恩有您
 • 名誉顾问建鸿宗长捐献1万元充作教

育基金

 • 名誉理事添文宗长捐献1万元充作教

育基金

 • 昆木宗长捐献433.20元充作教育基金

 • 顺德宗长捐献494.20元充作互助部

基金

致梁氏族亲:

我国梁氏族人延续福建翔云家乡的传统习俗，筹办“保

安清醮”，祈求神明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福利股依

每五年一届的惯例，订于2019年12月28日（星期六）农历己

亥年十二月初三日举办第三届“新加坡梁氏族亲统一保安清

醮”，并于翌日12月29日（星期日）设联欢晚宴，招待参加

者。希望族亲们和以往一样踊跃参加。

收　　费 : 每份 $350（赠送一朵晚宴襟花）。

晚　　宴 : 每席500元，每位50元。

乐　　捐 : 保安清醮是我族人的传统盛事，意义重大，

欢迎随缘乐捐。

报名截止日期 : 2019年10月15日（己亥年九月十七日），请

尽早报名。

报名者请在截止日期之前，将生辰八字交予公会秘书处，

以便行政工作。

   

福利股 谨启

新加坡梁氏族亲统一

NANYANG NEO CLAN ASSOCIATION

No.87, Kovan Road, Singapore 548176   Website: http://www.neoclan.org.sg   

E-mail: nyneoclan@yahoo.com.sg  Tel: 62889017, 62856276  Fax: 6283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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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梁氏族亲统一

活动
预告

保安清醮 (公会会所)
28/12/2019 (星期六)至29/12/2019 (星期日)

乐龄半日游：西游记 (本岛西部)
10/11/2019 (星期日)

冬至祭祖 (公会会所)
22/12/2019 (星期日)

2020年迎新大步走 (裕廊湖花园)
5/1/2020 (星期日) 

2020年新春团拜 (公会会所)
26/1/2020 (星期日) 大年初二  

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 (公会会所)
30/1/2020 (星期四) 大年初六                                               

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