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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开年流程运势似乎不是很讨人欢喜。先是猪大姐下台时似乎心不甘，情不愿，猛力抖擞

以下胖嘟嘟的娇躯，振得寰宇股市脚步不稳，给美国次级贷款撞到东歪西倒。随着金鼠小弟

登场，银光开道。这银光，可惜不是金银财宝的光，而是洪水暴雪的光。金鼠小弟先来个下

马威，水灾雪灾肆虐全球多地，接着物价腾涨，你追我逐。日子虽还不至于苦哈哈，但也令

人气喘喘，心戚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情景不好，日子还要过的。

举办简单，但温馨热闹的   新春团拜

总会在 2008 年 2 月 10 日（正月初四）举办鼠年新春团拜。宗亲们出席踊跃，近 150

人，非常热闹。今年的团拜据说是盛况空前，是历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团拜。大会

议厅，围坐了两圈，挤不进的只好到三楼自我打发。

当天是上午仰拜天公，遥祭祖皇。继而相互恭贺，展望新年好运。随即颁发 2008年度

助学金。自助餐后，则既有卡拉歌唱自娱娱人，又有书法好手明爱宗亲现场挥笔，免费

赠送春联。宗亲们自由交流，共叙宗谊，气氛是一派喜乐融融。

举行颁发耳目一新的   助学金，书籍奖颁发仪式

在教育主任焯然博士的主持下，今年颁发了 20份中小学助学金暨 5份中小学书籍奖，

破了历年颁发数量的记录。今年的颁发仪式，在海玉，越治和颜冰三位姐妹宗亲的主持

下，简单，隆重又活泼热闹。看着 25位宗亲们的子女鱼贯上场，从会长滋长宗长，永

久名誉会长文龙宗长，常务委员金树宗长，焯然博士宗长手中一一接过助学金，书籍奖，

心中颇有感慨。金额虽不多，但透露出的宗亲间的互助关怀温情，提携资助后进的热情，

必然在这些接获奖金的宗亲小朋友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某种人文冲击的铭印，有助他



们的心灵健康成长。

顺便说明，书籍奖的颁发，是因助学金的申请人中，有稍微不符申请条例，但又确有申

请需求，理事会特临时增设，以示鼓舞学习之风。今后的助学金申请办法，将作进一步

改善。

总会的教育基金，资源有限，但历年都能收到宗亲们的热心捐款。今年更从 2007年的

中秋晚会剩余捐款拨来 S$4,142元。借此机会，感谢直接和间接捐助总会教育基金的

众位热心宗亲，尤其是今年的金树宗长，逢星宗亲，为万宗亲。

响应国际支援，赈济中国雪灾

鼠年春节前夕，全球各地风雪狂肆，中国南部更遭遇五十年不遇的特大雪灾，暴雪肆虐

多处城乡，由于南部降冰下雪不是常态，当地政府对暴雪更准备不足，水陆空交通顿时

严重受阻，电力供应系统遭严重破坏，灾区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达数

百亿元人民币。灾情严重，牵动全球恻隐之心，无论遐迩，不分国界，纷纷解囊捐款相

助。我总会也不落人后，除金树宗长于灾情见报次日，率先通过中华总商会捐助

S$10,000 元外，年初四团拜时，在会长滋长宗长的呼吁下，再筹得认捐款额共

S$11,500元，已在日前由总会全数交托中华总商会转交。借此谢谢众位慷慨解囊的宗

亲的仁风义举。

出席《李金龙教授追思会》

金龙教授，于今年 1 月 1 日上午在台湾桃园机场转机时猝死，享年 73岁。自 2005 年总

会设立医药顾问，金龙宗长就连续荣任总会医药顾问。去年年中，金龙宗长尚提出欲组

织几位医师为我宗亲作医药知识讲座，去年底总会已着手策划邀请，不想金龙宗长竟遽



然仙逝，令人嗟叹。金龙宗长在医学和文学上的成就及善举仁风，众口烁金。他经常跨

国界施行义诊，不遗余力推动中医的知识和研究。金龙教授宗长实是我总会又一值得我

们骄傲和学习的楷模。

总会会长滋长宗长与数位执监委出席了 3 月 16 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礼堂举办的追思会

（总会是追思会的支持单位之一），也赞助了正筹办出版的《李金龙教授纪念文集》的

印制费。

与张氏总会切磋歌艺

1 月 13 日张氏总会由其会长率领一行 20 多人来访，随后与我会陇西阁歌手们交流卡拉

OK 歌艺，对彼此歌唱造诣，相互留下深刻印象。

更新，完善总会网站的版面

科技发达，网页普及，使全球缩地成寸，千万里联系，一点即通。遂使我们虽独坐陋室，

全球资讯也尽在手里。真正作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网站于是成为现代各种机构

单位不可缺少的对外窗口，甚至取代接待柜台，让公众直接在网上互动。

因应时代要求，总会的网站也追求升级。新网页已开始启用。新网页将更快提供总会讯

息，并且可让宗亲们从网上回馈意见。宗亲们若有任何意见回馈，可通过网页进行。欢

迎宗亲们多提意见。总会网址是：http://www.lee-clan.org.sg 。

正筹划一系列活动

为回馈宗亲们对总会的认同，我们正筹划一系列活动，为各年龄层的宗亲们提供优质活动，



使生命更有意义，生活更有热情。

一） 合唱组

我会正筹备组织合唱组，急需男女高、中、低音，凡有兴趣参加的宗亲会员，可向总会

秘书黄小姐（Tel：6296 7388）报名。目前暂定由四月 15 日起逢星期二 7pm 至 10pm 开

放三楼陇西阁供有意参加合唱组的会员进行练唱和互相观摩。正式活动时间待更多组员

共同制定。

二） 青年团

总会青年团曾有辉煌活动记录，后由于人事更迭，一度沉寂。

今年 2 月 10 日总会再度出发，在青年组长叶明宗长的推动下，作了第一次召集，成立了

12 人青年干事团，准备为总会众多青年会员提供健康互益，增进学习互助，激发青春活

力的活动和交流。这将是 21岁到 45岁（年龄分界只是参考，只要身心健康都属青年）

的宗亲增进宗宜，共同成长，和寻找事业合作伙伴的最佳平台。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

靠朋友，更何况是带有血缘的宗亲朋友？

青年团将积极开展各类活动，进一步推动会务发展，使我会更具活力，初步订在每月的

第一个星期日下午 2 时至 6 时，在总会三楼陇西阁相聚交流。

下一次的活动日期是：  2008      年      4      月      6      日  。

青年团干事是：

叶明（团  长）Email：billym@singtel.com，

培贤（副团长）Email：puayhien@gmail.com，

林江（正秘书）Email：jiangster@hotmail.com，

伟田（副秘书）Email：navixy@yahoo.com.sg，



委员：宝玲，家宏，杜全，轶岱，李俊，越治，再洲，崇进

青年团需要更多具活力的干事，凡青年宗亲愿意为大家效劳的，请与总会秘书黄小姐

（Tel：6296 7388）或上述干事委员联络。

三） 妇女组

我会也在筹组妇女组活动，希望志愿参与工作的宗亲，能向我会秘书处（Tel：6296 

7388）报名。

四） 1）会员大会 5 月 18 日（星期日）  

2）讲座“老子的道德经和老子提倡的道德准绳”

这是本届执监委任内第一次会员大会（无选举），届时也提供宗亲会员们交流机会。正

式通知将在五月初发出。

“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个名句，我们耳熟能详。每个字都浅显，  合

起来却有无穷的人生哲学道理。《道德经》不是宗教的经书。《道德经》是老子李耳的

传世思想。 儒，释，道学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中心的三个重要因素，尽管组成比重有所

不同。 经过 200 多年的现代文明发展，西方现发现东方二千年五百年前的哲学思想，可

能存在解决西方文化教育瓶颈的钥匙。 而道德经正是其中一个受重视的古代哲学。《道

德经》的哲学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冲击，甚至超过儒家学说。

主讲人是本会青年干事轶岱宗亲。轶岱宗亲从 16岁起就钻研李耳的思想学术，十七年来

不曾一日中断。对《道德经》的研究， 已臻专业水平。他经常受邀作《道德经》专题讲

座，目前在三清教会主讲整部《道德经》。 轶岱宗亲将让我们对这位远古宗亲的思想作



深入浅出的介绍，相信能让我们获益不少。

五） 1）  庆祝端午节——“尝粽伴品茗  ● 滋润离骚情”6 月 1 日（星期日）

 2）  儿童绘画比赛

地点： 总会会所

1.00pm – 2.30pm 儿童绘画比赛（自 14岁以下），自带画笔，将评选出五位“优胜奖”；

2.30pm – 3.30pm 尝粽品茗话端午，并穿插“猜粽子有奖游戏”，前三名可获奖品；

3.30pm－5.00pm 文娱表演节目

幼小的孩子，心灵中也会充满忧喜悲欢，也常常显露天生的才华。由于生活忙碌，成年

人往往忽视孩子们内心世界和无限的才艺潜能。儿童绘画是最好让孩子揭露内心世界和

激发才艺的途径之一。宗亲们应把握这个机会，为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 6 月 1 日的绘画

比赛。 

活动费用： 只限宗亲和家人，免费。

报名办法： 填妥附上的报名表格（附表 3.1）  ， 以回邮信封，寄交总会 。

报名截止日期： 绘画比赛： 5 月 21 日。

尝粽品茗： 5 月 21 日 （为方便准备食物用量）

未预先报名参加尝粽品茗的宗亲，届时也可参加。提早报名，可让我们准备足够而不至

于浪费的食用量。

六） “李氏宗亲一家亲保龄球欢乐赛”  6 月 15 日（星期日）

地点：武吉巴督西七巷的 Starbowl Singapore @HomeTeamNS



收费：每人$12.50元，每队 S$50元（包括茶点，三局球道费）。

比赛形式： 队际比赛，只限 24队，每队 4 人。

宗亲们可自组成队（每队最多可容一位他姓朋友），或由总会穿针引线组队。

优待：若队伍是由来自同一家庭的最少两代成员组成，全队只收 S$40。

奖品： 全场最佳成绩的三队和全场最佳表现的三人，皆可获得奖品。

还有许多趣味比赛纪念品可赢取。

报名截止日期：5 月 21 日。 

七） “榴莲尝鲜一日欢乐游”  22/6、29/6 或 6/7  其中一个星期天

由于榴莲尚未开花，此刻不能确定何时可有成熟榴莲。但一定在上述三个星期日中的一

天。真正日期将在出发前一个月确定。

a) 目的地：麻坡或马六甲，晨发晚归。

b) 收费：每人 S$50元，包括旅费、晚餐、当场食用榴莲（打包另计）。

报名时即缴费。

c) 截止日期：出发日期前 14 日  

d) 只限最先报名的 80位宗亲及家人（若超过人数，一家只限 4 人）。

八） “李氏宗亲共庆中秋晚会”  9 月 13 日（星期六），［日期暂定］  

去年庆祝中秋，聚集了近 5百位宗亲。今年预计规模更大，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

秋节团聚，由李氏宗亲团（潮洲陇西李氏公会、琼崖李氏公会、广惠肇李氏书室、嘉应

五属李氏公会、五山始祖李氏宗亲会及本总会）携手共庆，做到李氏一家亲。届时也将

举行儿童才艺表演。

九)      计划于 10-12 月间举办的活动



 10 月举办家庭郊外活动，以促进宗亲团结，家庭和睦。届时欢迎举家大小参加。

 11 月举办“全国李氏宗亲歌唱比赛”，具体细节，下一阶段宣布。

 12 月庆祝本会成立 102周年纪念晚宴，届时将安排丰富节目，请宗亲们静候佳音。

 我们还将不定期地安排系列讲座，如：幼儿教育讲座、健康讲座、财经／文化讲座，等

等。

其他事项  :   

增设电梯

我会会所，楼高四层半，没有电梯设备。通达五楼的楼梯，陡直多级，对高龄宗亲，脚力不

足宗亲，幼小宗亲来说都非常不便。为照顾宗亲们来会所活动的安全和便利，去年就探讨设

置电梯。在研究增设电梯时，发现由于是五十年代建筑，导致结构上许多不符现代建筑的要

求。无论电梯的设置，技术，都困难重重，费用可能远超预算。故虽计划多时，工程始终未

能上马。虽然如此，因为牵涉到会员们的福利，和会务活动有效的开展，总会将锲而不舍，

终不放弃设置电梯方案。有任何进展，将及时向宗亲会员们报告。

会员资料更新调查

总会的活动，是为会员服务，活动的设计因此应该符合不同年龄层和兴趣的会员宗亲的需求。

为此我们希望宗亲们能提供予总会，有关的个人年龄、性别和兴趣的资料。

2007 年 11 月，我会曾寄发《会员资料调查表》予会员，也收到不少会员的回复，谢谢！今

再次将《会员资料调查表》邮寄给未回复的会员宗亲。这项资料的收集，是为了宗亲的利

益，祈众宗亲会员务必合作，将表格填妥后，以附上的回邮信封（无需邮票）寄回我会，以

便日后更有效地为宗亲会员服务和联系。



附表  1 :   《您可参加的活动一览表》

已确定的活动

序

号

主题 日期／项目

1. 卡拉 OK活动 每逢星期三，星期六，晚上六时卅分到十时卅分。无需报名。

会员及家属免费，朋友来宾每人 5元。

2. 合唱组活动 从 4 月 15 日起，每逢星期二晚上七时到十时卅分开放陇西阁，

让合唱组成员练习歌唱，免费。只限合唱组成员。无需报名。

3. 青年团交流 每月第一个星期天，下午二时到六时，供青年会员自由交流，歌唱

和活动。欢迎所有自 45岁以下的会员出席参加，不需报名。

下次活动日期是 4 月 6 日。

4. 1) 会员大会

2) 讲座

18/05/2008（星期日），举行会员大会（无选举），及举办讲座“老子

道德经和他提倡的人生道德观”——开放公众人士听讲。

5. 庆祝端午节 01/06/2008（星期日），庆祝端午节，同时举办儿童绘画比赛。

6. 保龄球欢乐赛 15/06/2008（星期日），举办《李氏宗亲一家亲保龄球欢乐赛》。

7. 榴莲尝鲜 22/06、29/06或 06/07 的其中一个星期天，举办《榴莲尝鲜一日欢乐

游》。

8. 庆中秋晚会 13/09/2008（星期六），［ 日期暂定 ］，举办李氏宗团共庆中秋晚

会，同时举行儿童才艺表演。



计划中的活动

序

号

日期 活动项目

9. 10 月 家庭郊外活动（计划中）

10. 11 月 歌唱比赛（策划中）

11. 12 月 会庆（102周年）

12. 待定 幼儿教育讲座；健康讲座；财经／文化讲座，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