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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筹委会统筹李雅杰

我会112周年庆典晚宴于2018年11月10
日，假新加坡国敦河畔酒店四楼宴会大厅举
行。庆典晚宴大会主宾是东海岸集选区国会
议员暨本会名誉顾问奕贤宗长。庆典晚宴筹
委会大会主席志远会长， 筹委会主席瑞庆副
会长，统筹雅杰副会长，配合各组主任; 积极
投入工作， 筹款、 策划、宴请宾客、节目安
排、礼品、纪念品和宴席菜肴等事项都进行
了规划。
庆典晚宴开50席，受邀者来自本地、马
来西亚和印尼的18个李氏宗亲会，共有100多
位宗亲参与，同时邀请了
本地70多间的宗乡团体，近
150名代表出席。
下午六时，受邀宾客陆
继到来，鸡尾酒会开始，场
面热闹，交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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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七时进入宴会大厅。荧光屏正在播
放本会这两年来活动视频，活动朝着六大愿
景和宗旨。
晚间七时半，大会主席志远会长等一行
人，酒店大厅外迎接主宾奕贤宗长的莅临，
主宾被邀与
112周年庆
典委员会委
员合照后，
贵宾簿上写
上贺语。

执监委与中国大使馆领事姜维巍、王沂合影

妇女桌上的宗嫂们

主宾在筹委会委员的陪伴下步入宴会大厅，
大会主席志远会长与筹委会主席瑞庆副
受到热烈欢迎。
会长赠送一幅《竹林三雀》水墨画予主宾奕
贤宗长。由我会副交际炳坤宗长创作，画意
奕贤宗长就座后，会场就播放特为这次 表 示 老 中 青 三 大 支 柱 托 起 李 氏 总 会 共 创 辉
庆典而制作的录影《李氏青年，脚步正青春 煌，竹叶中还蕴含着主宾奕贤宗长之名字。
》。引古论今，介绍李氏文化的渊源，深入
晚会赠送14个纪念品给来自马、印李氏
浅出的阐释总会的六大愿景与宗旨，配以活
宗亲会，由大会主席志远会长与筹委会主席
动照片，娓娓道來；大家屏息观赏视频。
瑞庆副会长共同颁发。筹委会主席瑞庆致谢
接着由大会主席志远会长致欢迎词，阐 词，感谢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及拨冗出席庆
释 会 馆 的 愿 景 ， 并 介 绍 一 年 多 来 会 馆 的 活 典的宗乡会馆代表和宗亲们。
动，藉此机会感谢宗长、宗亲会员的参与 ，
此时我会永久名誉会长文龙宗长和友福
感谢各宗乡团体代表、新马印李氏宗团宗亲
宗长，大会主席志远会长，筹委会主席瑞庆
们的拨冗出席，为晚会增光。
副会长，统筹雅杰副会长和数筹委会委员，
大会主宾奕贤宗长致词时，肯定《李氏 逐桌向宾客与宗亲敬酒。
青年，脚步正青春》的制作，乐见近几年李
晚会结束前，主宾席上的20位嘉宾和众
氏总会趋向年青化，关怀弱势群体所作出的
执监委在台上以最热情的歌声唱出周华健成
努力。
名曲《朋友》，全场投入一片歌海中。晚宴
在激情与豪迈的歌声中划下了休止符，112周
八时十分晚宴开始，司仪是我会前正青
年庆典晚宴成功圆满的落下帷幕。
年庆鸿宗长，先由城隍艺术学院儿童舞蹈团
表演蒙古舞《吉祥的日子》。共有10个歌舞
鸣谢：
乐表演，称为“1234 ”：一首大合唱《朋友》、 李氏基金$10,000。理事捐贈者：李志远、李友福$25,000；李万
二组不同器乐演奏、三支风格各异的民族舞 堂、李瑞庆$20,000；李顺德、李启发、李耀其$5,000；李金树、
李宏谦、李雅杰、李长豪、李志发、李康南$3,000；李植丰$2,018
蹈、四首由三个冠军歌手和民歌老师演唱的 ；李五福、李笃从、李为万、李国金、李春逢、李越治$2,000；李
春木$1,600；李滋长、李逢春、李坤成、李成义、李德隆、李清
动听歌曲。
丰、李亚平、李国生、李添南、李祥龙、李玮、李秀华$1,000；李
切蛋糕仪式进行时，主宾席上的嘉宾上
台与筹委会成员欢庆本会成立112周年；当生
日歌曲响起时，全场一片欢悦。112周年庆典
切蛋糕仪式后，进行敬酒仪式，全场来宾举
杯共饮，相互祝贺，为庆典晚会掀起另一个
高潮。

前平、李秉萱、李应谦、李崇海、李逢星、李加兴、李国泰、李欲
华、李磊山、李光庭、李清江、李宛娥、李庆章$500；李敬顺$400
；李汉发、李扬能、李世河、李泉源、李镇江、李本基、李嘉声、
李记华、李金狮$300；李国威、李滋加、李荣富、李清明、李炳
坤、李荣顺、李义宗、李荣、李菁、李新刚、李欣媚、李景才$200
；李家宏、李世钿、李珍源、李岳辉$100。会员捐贈者：李崇进
$5,000；李江华$2,000；李国良、李妹妹$500 ；李文东$150；李
宗文$140；李江明、李彬、李玉英、李克霖$100；李华$80 ；李南
榮、李塔兴$40；李庆祥、李耀文$20。

名单若有错漏，敬请见谅！

与主宾奕贤宗长团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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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雅杰              

2018.10.14 ~17 河北石家庄四天三夜旅游

2018.10.19 《祭祖大典》与《世界李氏之夜》
活动地点：李氏文化广场

10月14日晚间，我会永久名誉会长暨前会
长友福宗长于大上海酒楼宴开两席, 宴请从印
上午八时，海内外的李氏宗亲于李氏文
尼峇淡岛扺新加坡的十二位宗亲享用晚餐。 化广场拍大合照。上午九时《祭祖大典》开
过后大家一起到机场，乘15日凌晨新航班机 始。每个国家的李氏宗团分成两排，列队在
飞往北京。抵达北京国际机场，乘游览车往 国名牌子后，见证祭祖活动 。
河北石家庄四天三夜旅游。
《李氏祖庭落成典礼》与《纪念李昙公
《世界李氏宗亲总会第16届第2次会员代 诞辰2331周年祭祖大典》于上午九时至十时之
表大会暨2018年全球李氏恳亲大会》于2018年 间举行。宗亲们聚在广场见证李氏祖庭的落
10月19日假中国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举行。主 成典礼，祭祖大典的活动在李氏祖庭建筑物
办单位是世界李氏宗亲总会，协办单位是中 的平台上，仪式庄严。礼毕, 宗亲们进大殿祭
国隆尧县趙郡李氏宗亲联谊会和中国隆尧县 拜先祖，至此祭祖活动告一段落。
李唐故里文化研究会。新印各有12位宗亲及
家人参与旅游，由正交际植丰策划 。
2018.10.18日 《欢迎晚宴》
四天三夜河北石家庄旅游后，于10月18日
下午抵达邢台市隆尧县鼎新酒店，晚间参加
“2018全球李氏恳亲会欢迎晚会”。
晚宴六时开始，世界李氏宗亲总会理事
长暨大会主席李振強宗长致欢迎词。接着交
换纪念品，非常热闹。晚会节目多姿多彩，
歌舞连场，大家欢度了一个温馨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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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印两地宗亲合照

纪念李昙公诞辰2331周年祭祖大典进行中

《全球李氏恳亲大会开幕典礼和午餐》与《世李会员代表大会》
开幕典礼和午餐在恳亲大会的宴会厅举行。进行
顺利，圆满成功举行。
《世李会员代表大会》下午两点，在鼎新酒店三
楼会议厅举行，出席人数不多，由理事长等先致词，
再进入报告事项，讨论事项，临时动议，会议结束后,
大家各回酒店，准备出席当晚的《世界李氏之夜》。  
《世界李氏之夜》下午六时，在恳亲大会宴会大
厅举行，嘉宾云集，歌舞联欢，缤纷多彩，宗亲们度
过一个难忘的《世界李氏之夜》。
2018.10.20 《隆尧县境内半日游》
《隆尧县境内半日游》。先后参观李氏宗亲林，
李昙墓，唐祖陵，隆尧碑，刻馆，柏人城。中午十二
时參加《惜别午宴》。
感谢主办与协办单位的安排，海內外宗亲相聚于
隆尧，品尝佳肴美食，观赏精彩演出，参加各种活
动，欢度溫馨愉快的三天，感恩有 ”李”。
李氏总会代表们在宗亲林留影

新加坡李氏宗亲大合照

《惜别午宴》 舞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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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雅杰

文 / 李雅杰              

春宴在 2019年2月17日(己
亥年正月十三日)，晚间假大
巴窑后备军协内的“欢喜楼”隆
重举行。感谢志远会长，友
福永久名誉会长兼产业信托
人，瑞庆副会长，康南常务
委员联合赞助宴席费用。感
谢友福宗长赞助42瓶红酒。
宴开13席，受邀的嘉宾包括
李氏兄弟宗团的代表、执监
委及家眷、义工、112周年庆
典及关怀午宴乐捐者。
下午六时过后，门前的
两头红色瑞狮，喧闹的鼓
声，为新春增添了热闹，迎
接到来的宾客。舞台上的荧
光屏放映着活动专辑。

下午七时，荧光屏上放
映《春暖社区—新春关怀午
宴》录像。志远会长等陪同
主宾玉云宗姐及夫婿，在双
狮的陪伴步入宴会厅，宗亲
们以掌声欢迎玉云宗姐莅
临。瑞狮上台采青，鼓声雷
动，全场注目。据华人传
统，采青后瑞狮抛出桔皮，
象征大吉大利 ，抛出生菜 ，
表示生财。志远会长邀请主
宾玉云宗姐到台上与瑞狮和
财神爷拍照留念。
宴席第一道菜肴是捞鱼
生 。卡拉OK歌唱时间，由志
远会长打响第一炮；过后嘉
宾自由点唱，毫无冷场，有
如一场小型的演唱会。
司仪李菁邀请宗长们上
台进行敬酒仪式。宗亲们高
举酒杯互相祝贺，大家杯觥
交错，充满了新春的欢乐气
氛。
晚宴的尾声, 大家串唱新
年歌曲, 为春宴划下了圆满成
功的休止符。

6

执委与获奖助学金的中小学生合影

文 / 李雅杰              

我会新春祭拜祖皇、团
拜暨中小学奖助学金颁奖仪
式，于2019年2月10日早上十
点半举行，约150位宗亲及家
人出席。今年教育组颁发了22
份2019年度中小学奖学金，计
$12,300元。（详情见下表）

返回三楼多元活动大
厅，举行中小学奖助学金颁
发仪式。正教育泉源宗长致
词时，鼓励学生继续努力，
争取更好的成绩。后由本会
永久名誉会长暨产业信托人
文龙宗长颁发中小学奖助学
金，并与同学们合影留念。

新春佳节期间，本会三
楼多功能活动厅布置一番, 张
灯结彩，贴上春联，新春气
氛浓厚。早上9时过后，宗亲
们及获得奖助学金的中小学
学生，穿着整齐的校服，在
父母或祖父母的陪伴下，陆
续抵达。宗亲们济济一堂，
互贺新春，热闹温馨。

团拜仪式开始时，会长
志远宗长致谢词，感謝宗亲
们拨冗前来参加新春祭祖与
团拜活动。会长、副会长、
两位永久名誉会长暨产业信
托人，正总务和正财政被邀
请到台上，一起与宗亲们进
行团拜活动。大家互相恭贺“
新年快乐、万事胜意、财源
早 上 1 0 时 半 ， 举 行 祭 拜 广进。”
祖皇仪式。仪式简单隆重，
华社团拜 “捞鱼生” 己成
由志远会长代表举香梵拜，
祈求国泰民安，会务蒸蒸日 了习俗。宗亲们围着圆桌、
上 ， 祝 愿 李 氏 族 人 福 寿 安 先后将代表各种意义的鱼生
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材料，纷纷倒入色彩缤纷的
材料，随着众人的吉祥
份
每份
类别
小计
合计
祝贺声，大家举筷子，
数
金额
将盘中各式材料高高捞
小学
6
$400 $2,400
奖学金
起，祝愿大家来年捞得
奖学金
$6,600
中学
风生水起。
7
$600 $4,200
奖学金

助学金

小学
助学金

3

中学
助学金

6

$500

$1.500
$5,700

$700

$4,200
总计：

$12,300

“捞鱼生”仪式后，
宗亲们享用丰盛的自由
餐。新春团拜在一片欢
乐的气氛中结束。

教育基金捐款：
2018年度教育基金捐款：共收到$39,900元
教育基金捐款。感谢下列宗长的捐赠：
志远、友福、瑞庆各$10,000；宛娥$5,000
；逢星$2,400；金树$2,000；越治 $500。
2019年度教育基金捐款：共收到$10,283.29
元教育基金捐款。感谢下列宗长的捐赠：
逢星$2400；泉源$800；宛娥 $580；高尔夫
球赛盈余 $6,5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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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筹委会主席   
李雅杰

《李氏总会》为关怀弱
乐龄卡拉OK时间于十时 分莅临，受到志远会长和筹
势群体，发扬李氏精神主办 至十一时之间举行，居民轮 委会主席雅杰副会长欢迎，
《春暖社区，春关怀午宴》。 流上台演唱，而台下的义工 两头醒狮在喧闹的鼓声中引
与舞蹈员随着起舞，节目多 路，当陈议长入座后，两头
1月26日早上，阳光普
姿多彩，宴开二十席，八道 狮子进行采青表演，精彩万
照，执监委、会员宗亲及家
分。表演完毕，陈议长在志
属义工们，齐聚在景万岸菜 清真佳肴。
远会长等人的陪伴下，上台
市乐龄活动中心外活动大
上午十一时，由欣舞韵 接受祝福的锦旗并合照。
堂，身着黄色T恤，投入慈善
林老师带动舞蹈员在台上呈
活动。
由欣舞韵表演的马来舞
献五行健康操，动作优美简
掀开序幕，获得了马来同胞
筹委会主席雅杰副会长 单易学, 尤其是马来乐龄长者
的掌声。轻松谐趣的《安童
为活动拟出了预算、午宴与 更积极参与。城隍艺术学院
节目安排，并与景万岸菜市 葫芦丝小组演奏三首节拍轻 哥买菜》带给大家另一种视
觉享受。
乐龄活动中心经理协商后，
松的乐曲，悠扬悦耳。
决定为乐龄活动中心，一月
当招待员端来了七彩纷
份生日的独居老人庆生，并
主宾国会议长陈川仁先
呈的鱼生，主持人林昀欣老
在农历新年前为各族乐龄人
生暨马林百列集选区国会议
师带动了全场气氛。捞鱼生
士举办《新春关怀午宴》。
员（景万岸菜市）于中午时 时，全场欢呼声此起彼落，

义工笑逐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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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名誉会长友福宗长(中)到来支持

义工帮忙端菜，服务来宾

“发”声连绵不断，让马印同胞
舞台节目精彩，舞蹈员 曲，场面热闹。每位居民都
也感受到华人新年捞鱼生的 随着乐曲跳起韵律舞；新春 获得一个内有5公斤白米和咸
乐趣。
佳节，分派红包和桔子是活 蛋鱼皮的礼包。义工们还帮
动的一部分，內有现金20元的 一些行动不便居民扛着5公斤
乐 龄 活 动 中 心 每 个 月 200封红包由陈川仁议长，友 的白米回家。
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为该月 福夫人和志远夫人到各桌去
份生日的乐龄人士庆生。这 分派。
《春暖社区，新春关怀
回有七位超过九十岁的老人
午宴》，宗亲会员积极参与
受邀上台切蛋糕。这五公斤
活动尾声，陈川仁议长 活动，热烈响应支持，慷慨
的生日蛋糕由义工们切成小 进行幸运抽奖，共有20份奖 解囊，总共获得善款一万三
片，分派给每位出席午宴的 品，幸运儿都上台从主宾手 千多元。《春暖社区，新春
居民。
中领取奖品，并合照留念。 关怀午宴》活动圆满成功的
完场前，大家一起唱新年歌 举行，感恩有“李”。

切生日蛋糕仪式

与幸运儿合影

志远会长陪主宾分派红包

赞

1

李友福

$3,000

12

李昕锴

$250

23

李添发

$100

助

2

李志远

$2,000

13

李欲华

$200

24

李秀贵

$100

明

3

李耀其

$1,500

14

李世昌

$200

25

李金成

$100

细

4

李雅杰

$1,000

15

李秀华

$200

26

李嘉英

$100

5

李添南

$1,000

16

李文东

$200

27

李宗文

$100
$100

：

6

李康南

$500

17

李体双

$200

28

李凯慷

7

李光庭

$500

18

李体妹

$200

29

饶秀美

$100

8

李植丰

$338

19

李祉颖

$128

30

李磊山

8箱矿泉水

9

李越治

$300

20

李清明

$100

31

李清江

300瓶豆浆

10

李庆章

$300

21

李嘉声

$100

32

李植丰

200个桔袋

11

李 姗

$300

22

李欣媚

$100

陈川仁议长(右三丿接受新春贺词锦旗

捐款总额：

$13,316

与主宾陈川仁议长(右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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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委会主席   李雅杰报导

《第十三届李氏宗团庆中秋晚
会2019》由我会主办、潮卅陇西李氏 同下，玉云宗姐步入礼堂，
公会、琼崖李氏公会、李氏（五山始 掀开了中秋晚会的序幕。
祖）宗亲会协办。于2019年9月7日 (农
今晚的两位司仪是正
历八月初九，星期六) 假新加坡宗乡会
副妇女组的李近和李菁。首
馆联合总会礼堂圆满成功地举行。
先由文龙宗长在传灯乐曲的
晚会恭请本会名誉顾问玉云宗姐 播放中，领着一群小娃娃们
为主宾，约有420位宗亲与家属出席， 缓缓地步入礼堂上了舞台。
其中约有70位儿童。十二岁以下的儿 司仪邀请主宾席的宗长及夫
童 可 凭 儿 童 券 换 取 灯 笼 、 玩 具 、 饼 人，工作人员一起上台拍全
体照。
干、糖果和饮料礼包一袋 。
下午五时，宗亲们扶老携幼，三
代同堂，兴高采烈陆继到来。场外活
动有炳坤宗长负责的水墨彩画灯笼、
明爱宗长的书法、本基宗长的儿童打
鼓、还有儿童填色绘画与手工制作、
中秋佳节食品品尝、不同口味的月
饼、柚子、肉干、冰淇淋、茶道。宗
亲们三五成群，嘘寒问暖，尝月饼、
吃柚子、品香茗，不亦乐乎。

晚会节目打头阵的是一
群活泼可爱的儿童随着《荷
塘月色》的歌曲，闻歌翩翩
起舞，他们年纪虽小，跳起
舞来可是有板有眼，逗得台
下的宗亲长辈们乐开了怀。

晚宴开始，筹委会主
席雅杰副会长致词，感谢李
氏宗团和宗长们慷慨解囊，
于六时半左右，宗亲们被邀请入 感谢表演者的落力演出和支
持。感谢参与工作的执监
席，场面气氛热闹。
委，发挥了团队精神，使中
七 时 三 十 分 ， 主 宾 玉 云 宗 姐 莅 秋晚会圆满成功地举行。主
临，由志远会长、筹委会主席雅杰副 宾玉云宗姐致词时，肯定了
会长等欢迎，并邀请主宾参观场外活 庆祝中秋睌会的意义。
动和品茗。
晚会节目有：本基宗长
伉俪的二胡琵琶合奏，肖雯
在宗亲们的掌声下和执监委的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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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的电子琴表演。欣舞韵
舞蹈员表演的《梦里水乡》
，轻盈的舞步，柔美的乐
曲，今人陶醉；《甜蜜蜜》
在舞蹈员的表演下，展现了
另一风貌；《一晃就老了》
，令人大感意外，一群老气
橫秋的阿婆，逗趣佻皮。这
三支题材风格各异的舞蹈，
让观众眼睛一亮。

文龙宗长与玉云宗姐各抽五
位，每位获得电板炉一台。
最后三个幸运大奖，由
主宾玉云宗姐抽出。奖金分
别是NTUC礼券$500、$300和
$200。获奖者：首奖：李耀
文；二奖：李钦亦；三奖：
李卫国。

经过两小时不间断的节
黃金年华冠军廖雪莉女 目，《第十三届李氏宗团庆
士和会馆杯冠军立贞宗姐的 中秋晚会2019》在一片欢腾的
美妙歌曲，令全场来宾听出 气氛中，圆满落幕。
耳油。瑞合宗长的《望月想
鸣谢：
爱人》 （闽） 和德义宗长的
《第二春》各有特色。四位 新加坡琼崖李氏公会赞助新币$1000元；新
加坡李氏(五山始祖)宗亲会赞助新币$1000
歌手的演唱，让人沉醉，令 元；新加坡潮州陇西李氏公会赞助新币500
元；文龙宗长赞助新币$2000元；友福宗长
人回味。
最后，我们大家唱两
首经典歌曲《朋友》、《爱
拼才会嬴》，为晚会掀起高
潮。
今晚有三项不同的幸
运抽奖。首先是抽出一个数
字，每桌票根最后一个数字
相同的嘉宾便可得奖，由志
远会长抽出。
其次是十个幸运奖，由

赞助新币$1000元及80个儿童玩具；志远
宗长赞助新币$1000元；瑞庆宗长赞助新币
$500元；雅杰宗长赞助新币$500元；添南宗
长赞助新币$500元；福财宗长赞助新币$300
元；坤成宗长赞助新币$200元；秀华宗姐赞
助新币$200元；成义宗长报效肉干1000片；
康南宗长报效儿童饮料6箱(144盒)；磊山宗
长报效矿泉水5箱  (200支)；植丰宗长报效儿
童绘画材料 / 彩画用的灯龙 / 儿童礼包的纸
袋 / 小饼干及山楂片；宛娥宗姐在中秋晚会
现场义卖其新书《一枚古铜板引申的悲欢岁
月》，每本售价$20元，当晚售出和订购的
29本新书，共计$580元，将全数捐作李氏总
会教育基金。
感谢参与表演的宗亲们：肖雯同學、廖雪莉
女士、林昀欣老师和菜市欣舞韵舞蹈员。感
谢所有关心与支持我会的宗亲朋友们，以及
参与工作的执监委和义工们。

名单若有错漏，敬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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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雅杰

《2019年度会员大会》于2019年6月30日(星
期日)上午十一点，假本会三楼多功能活动厅召
开。上午十一时，会长志远宗长和永久名誉会
长暨前会长友福宗长、执监委及会员们一同祭
拜祖皇。仪式简单而隆重。由镇江宗长主持梵
香祭拜 仪式，祈求会务蒸蒸日上。
过后回返多元活动厅，召开《2019年度会
员大会》，推举志远宗长为大会主席。会长在致词
中感谢执监委的合作推动会务，举办了多项大型活
动，如中秋晚会，112周年会庆晚会，关怀乐龄午
宴和第六届李文献高尔夫球赛等，皆能成功圆满的
举行。
先由互助会主席为万宗长主持互助会的会员
大会，再由志远会长主持总会2019年度会员大会，
出席的会员近五十名，在中午十二时结束。
  
在会员的见证下开启票箱，计算选举表格，
共收到97张选举表格。接着司仪李菁邀請大家享用
丰盛的自由餐。
在下午一时左右开始计票工作，分成五小
组，每组由三人组成；负责唱票，计票和检票。在
大家的努力下，两小时内完成计票的工作。《2019
年度会员大会》在一片平和的氛围中，圆满成功的
落下帷幕。

我会活动预报
（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

备注：
l 13/06/2019（星期四），假总会四楼会
议室，在志远会长、雅杰副会长、香泽总
务、磊山财政、植丰正交际暨康乐组顾
问、镇江正建设的见证下，将上一届选票
销毁，并封投票箱。

l 2018年度的会员大会对章程作了部分修
改，主要有：
1. 个人会员入会费为一次性$100
（2019年4月1日生效）  
2. 会长任期最多三屆，每届两年   
3. 会员入会满两年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以下的活动，有些还在筹备中，有兴趣参与的宗亲会员，可随时致电
6296 7388／6296 7389  或上李氏总会网页查询详情，欢迎大家踊跃
报名参加。
2020年1月5日  
新山新年购物团一日游（42人已成团 )             
l 2020年2月2日  
新春团拜暨颁发中小学奖助学金典礼
l

l

《经典老歌大家唱》免费
每逢星期四下午三时至五时在本会活动
欢迎宗亲会员参加

l

2019年12月13-19日
出席2019全球李氏恳亲大会暨
7天6夜蒲田~德化~福州游
（25人出席恳亲会）

l

2020年3月8日  
庆祝祖皇诞辰暨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

l

2020年3月15日  
李氏家庭日 （筹备中）

2019年12月15日
2020年度中小学奖助学金申请截止日期

l

2020年5月15-18日
四天三夜合艾 宋卡之旅  （筹备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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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雅杰

新一届理事职位的委任 长到台上就座，主持监誓仪 主席的见证下，卸任财政珍
于7月31日完成复选，本届执 式。由正总务植丰宗长主持 源与新任财政磊山宗长进行
交接仪式。
监委有40名。就职典礼于2019 宣誓仪式。
年9月1日假本会三楼多元活动
就职典礼顺利完成，由
执监委依序上台，在文
厅举行。
龙宗长的见证下签名。然后 会长志远宗长宴请，席开七
下午五时半开始，在本 轮到李氏互助会的理事逐个 桌。场面热闹。时光就在欢
会四楼行政大厅拍摄个人照 签名。最后，监誓人文龙宗 乐声中稍稍地溜走。
长在签名册上签名，并将签
和全体照。
（編者按：新一届理事职位的委任，请
名册交与志远会长。
参阅本期《新加坡李氏总会第四十二届
下午六时半举行简单而
执监委名单和新加坡李氏互助会第三十
司 仪 邀 请 会 长 志 远 致 七届理事名单》。就职典礼全体照见封
隆重的就职典礼，恭请世界
李氏宗亲会前理事长暨本会 词，并颁发纪念品予文龙宗 底內页）
永久名誉会长兼产业信托人 长。
文龙宗长 BBM JP主持监誓仪
式。
在志远会长的见证下，
李氏总会卸任财政磊山宗长
今 晚 的 司 仪 是 副 妇 女 与新任财政香泽宗长进行交
李菁宗妹。首先邀请文龙宗 接仪式。在李氏互助会为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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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委会

选手们大合照

第六届“李文献医生杯”高
尔夫球赛于27/05/2019（星期
一），假沃伦高尔夫乡村俱
乐部（Warren Golf & Country
Club）举行，并敦请本会名
誉顾问暨前新闻通讯及艺术
部长李文献医生为主宾。
当天邀请到东海岸集选
区国会议员奕贤宗长，义顺
集选区国会议员美花宗姐参
赛。晚间邀请中区市长暨惹
兰勿刹集选区国会议员潘丽
萍女士为颁奖嘉宾。

鸣谢：
赞助现金：李志远$2,000；李瑞庆、李添
南、李宏谦、吕立岩$1,000；李笃从、李树
才、李文东、李明光$500；李秀华$200。
捐献物品：李康南：咖啡粉160包；李磊
山：咖哩酱料160包及小瓶装矿泉水120
支；李清江：甘蔗水及马蹄水共160支；
李志远：高尔夫礼包袋；李志远：5天4
夜曼谷高尔夫球配套；李瑞庆：5天
4夜台湾高尔夫球配套；李友福、李
万堂、李志远、李瑞庆：一杆进洞
SGD20,000现金 。

与主宾李文献医生合照

其他商家赞助高尔夫球、毛巾、巧克
力礼篮、太阳眼镜等。

名单若有错漏，敬请见谅！

执监委与主宾文献宗长合照

主宾文献宗长颁奖予冠军

与文献宗长、潘丽萍市长合照

这次高尔夫球赛特设
《一杆进洞大奖两万元现
金》，由志远、友福、万堂
和瑞庆四位做为赞助人  。
当天共有36个Fright，来
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Lee Seng
Wai宗长以高超的球技，连
续获得两届总冠军。感谢我
会执监委雅杰、磊山夫妇、
越治、鎮江、义宗、李杉、
敬顺、秀华等到现场协助工
作，让球赛得以顺利圆满举
行。有近30位执监委出席了颁
奖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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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酒仪式

文 / 李雅杰

由华社自助理事会及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
办的“关怀乐龄2019”活动。本会作为支持单位，负责
招待80位来自牛车水永恩关怀中心和职总红山乐龄活
动中心（红山）的乐龄人士享用午餐。午宴地点设在
千禧楼（花拉公园），席开13桌。
这次活动由雅杰副会长负责和福利组光庭宗长
协调。当天出席者, 有来自两个中心的6位义工，华助
会和宗乡总会的代表们；还有我会的35位义工／表演
者。
在《关怀乐龄2019》午宴开始时，放映了《李氏
青年 脚步正年青》的录像 ; 让乐龄人士对本会的活动
有所了解和认识。我们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精
彩的歌舞乐表演。
为了能与乐龄人士交流，每桌特安排一至两位义
工。最后，我们安排了三首歌大家一起唱，在歌声中
圆满结束了活动。一些行动不便的乐龄，由义工们伴
着他们上车。
在《关怀乐龄2019》午宴上，雅杰副会长在献词
中感谢大家拨冗出席“关怀乐龄午宴”，感谢华助会与
宗乡总会提供这样的平台，感谢所有的义工和表演
者。
当天出席的有雅杰夫妇、香泽夫妇、光庭、岳
辉、李近、李杉、本基夫妇、敬顺、宛娥、欣媚、秀
华等执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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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游活动有38人参
加，每人收费$75。早上6点
15分从李氏总会出发，顺利
地通过两国的关口。
第一站：永新鲍鱼粿条店
早上八时抵达皇后花园的永新鲍鱼粿条
店吃一碗鲍鱼粿条汤，随行的旅行社女老板
慷慨地请团员喝咖啡或奶茶。
第二站：Cooki 饼干厂
早餐后驱车赶往笨珍，采购年货，先是
在Cooki饼干厂选购各种新年糕点，糕点价格
大众化，有些人一买就一二十罐。接着往笨
珍的湿巴刹，看到多种海产，新鲜又便宜，
但考虑到保鲜和携带，大家只能望海鲜兴叹
了。
第三站：午餐在笨珍香格里拉海鲜酒楼
经过早上的舟车劳顿，大家坐下享受
一顿丰盛的午餐。第一道是发财鱼生，接着
是几道佳肴。海鲜酒楼隔邻是年货店，各种
对联、灯笼等过年饰品，琳琅满目，价格廉
宜。

文 / 李雅杰

新春的气息。价格嘛！较新加坡便宜，难怪
团员们左一包，右一袋，笑逐颜开，尽力采
购。
第五站：晚餐满汉全席“大丰收”
于华师傅酒楼
层层叠叠极富创意的呈现方式，令大家
眼前一亮，各种味道鲜美的小点心，令人垂
涎三尺，太快朵颐，让大家印象深刻，是这
次活动的卖点。
从名片中得知老板兼总厨是宗亲李志
华，特地请他出来与大家见面和交流，原来
他曾在新加坡著名酒店服务超过二十年。
导游Jeffrey是一位热情、幽默的中年男
子，谈话风趣，知识丰富，和大家分享过年
前，海鲜的解冻和保鲜方法，譬如：如何蒸
鱼、烹煮卤猪脚等，让大家增长厨艺知识。

第四站：“东园”工厂
“东园”工厂的应节食品，包装精美，团
员们兴高采烈购买坚果、花生、糖果、饼干
等，价格非常优惠。
第五站：AEON购物商场
团员们合作，行程非常顺畅，下午三时
许，扺达新山最大的购物中心AEON。商场
內人山人海，应节商品，随处可见，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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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新年购物一日游活动，带给团员们
欢乐，品尝了美味佳肴，添购了年货衣物，
宗亲及家人朋友的欢聚，拉进了彼此的距
离，凝固宗谊。

文 / 雅杰

彼咯(Bekok)，是马来西
亚柔佛州的一个小镇，以盛
产榴梿闻名，故被誉为“榴梿
之乡”。七月七日清晨六点，
大家齐聚李氏总会，开始了
榴梿之旅。

汤，晚餐是皮脆肉香的乳猪宴。还去新山
和永平购物，购买当地特产，大家满载而
归。感谢JQ旅行社报效11份丰富的奖品
供团员赢取，由雅杰副会长抽出11位幸运
儿。感谢宗亲和家人朋友的大力支持，守
时和配合，使得活动圆满举办。

经过舟车劳顿，上午10
雅杰副会长于次日发信息感谢参加
点30分抵达彼咯，,一个悠闲 者和JQ旅行社：
宁静的小镇，到处可见充满
宗亲及家人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甘榜风情的壁画，随处見到
卖榴梿摊贩，空气中飘荡着
这两年来,康乐组主办的一系列旅游项
榴梿的香味。
目，获得宗亲会员及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
中午时分，期待中的榴
梿自助餐开始了，大家抑制
不住兴奋，纷纷动手品尝各
种新鲜美味的榴梿，桌上的
吃完了，也不客气再去取来
继续吃。店家提供了10多种榴
梿供大家品尝，当然少不了
著名的猫山王。

我趁此机会感谢执监委协助，感谢正交
际植丰宗长和正康乐世昌宗长的精心策划与
安排；镇江宗长的投入。有”李”真好！
感恩有”李” ！
昨天的《彼咯榴梿一日游》，午
间的榴莲宴，随你吃任你挑，让团
员留下美好的印象 。
烈日当空、汗流夹背、游
壁画村、拍照留念。晚间乳猪
宴，皮脆肉香，菜肴丰富，
宗亲朋友，齐声赞赏 。

据说榴梿品种高达200种
以上。店家毫不吝啬, 让大家
吃个够；还有山竹，红毛丹
感谢JQ旅行社的服
加上炒米粉，大家吃得津津
务，互惠双赢，为我们带来
有味，流连忘返。有人说：
精致的旅游项目。昨天更提
这回吃的真过瘾！
一日美景美食购物游，
我们早餐品尝了鲍鱼粿条

供11份丰富的奖品，机会是
四分之一，为大家带来惊喜,
也为美好的一日游带来完美
的休止符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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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世昌   图 / 家纬

随着裕廊公园重修后对外开放，我会
正康乐世昌宗长组织大家于5月5日早上九时
游裕廊湖畔公园。近二十位宗亲及家属參
加：包括雅杰副会长、香泽正总务、磊山正
财政，李近正妇女等。非会员宗亲家纬在脸
书知道这次活动，前来参与，大家很快便熟
悉。他是摄影的爱好者，热情地帮大家拍
照，整理后放上网与大家分享美照。
晨间漫步在园林中，凉风习习，美景处

处，参与的宗嫂宗姐
们，兴致勃勃地不停摆
pose，留下倩影。这次
健康休闲半日游于中午
时分结束；大家在欢声
笑语中，在赏心悦目的
花卉中走过，在巧夺天
工的园林胜景中顿足欣
赏，留下美好回忆。徒
步畅谈，锻炼了身体，
凝聚宗亲之间的情谊。
一次简单的话动，获益
无穷，何乐而不为 ？

文 / 世昌
  图 / 家纬

正妇女李近和正青年李杉。早上
由康乐组的正康乐世昌策划这次活动； 九 点 ， 3 0 多 位 宗 亲 及 家 人 朋 友 齐
妇女组、青年组联办。出席活动的有副会长 聚Vivo City 的地铁站E出口，我们
雅杰夫妇，正康乐世昌和副康乐体双夫妇， 先从Vivo City外边，远眺圣淘沙全
景，与停泊港口的豪华邮轮合影。
慢步过桥，进入圣淘
沙，穿过环球影城和名胜
世界，到达新加坡著名地
标37米高的鱼尾狮，拍照
留念
炎阳高照，大家还是
往海滩走走, 走过了绳索吊
桥，到了亚洲大陆南极点
留念，结束了轻松愉快的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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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妇女组顾问  李越治

本人于二月中旬后策划这项活动, 定于3
月9日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假本会举行。在短时
我本人定的《扑面而来》包点面点、
间得到会员宗亲的支持，成功的举办一场以 《 老 乡 楼 》 江 西 炒 粉 、 冰 米 酒 深 受 大 家 喜
美食为主题的庆祝活动。
欢。欣媚宗姐的客家算盘子、李珊宗妹做的
茶叶蛋、宛娥宗姐的汤圆、记华兄的潮州饭
特邀请著名面点店《扑面而来》的罗师 粿、晓红宗嫂的苗家腊肠、镇江宗长自己做
傅现场示范, 并教导做红玫瑰面点，剑辉宗姐 的面包、秀华宗姐买来饮料、李鹏宗弟带来
示范雕花摆盘。
卤鸭、李菁宗妹的水果、立贞宗姐的炸枣、
每个参与的家庭都带来不同的美食，汇聚成
三八妇女节, 也被称为女神节，展现给大 一场丰盛的美食盛会。
家的是：生活不再是单调无味，也可以有艺
术，艺术中也可以有美食。
出席的宗亲及家人，表示很喜欢这种形
式的美食聚会。一边品尝各地风味的佳肴美
我得感谢植丰宗长特为此次活动购置了 食，一边聆听演唱。最后, 由雅杰副会长抽幸
蒸锅，雅杰副会长拨冗前来支持，又担起了 运奖兼做司仪，我本人报效了多样化的女士
卡拉OK的DJ，同时带来几盒巧克力作为幸运 用品，几乎人人都有奖品，庆祝会在欢歌笑
抽奖品; 瑞庆副会长也前来问候。
语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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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雅杰

由 李 氏 总 会 交 际 组 与 康 乐 组 联 办 的 三 前，大家特感兴奋。
天两夜《关丹林明游》，有27宗亲及家人参
加 。执监委參加者：雅杰副会长，春逢常务
下午四时四十分，抵达Natural
Batik
委员，植丰正交际，镇江正福利和清丰名誉 Village。前边是售买Batik衣物及相关纪念品
董事。
的店。后头是峇迪工厂，我们参观峇迪布料
及衣物的蜡染过程。
3月1 6日 (星期六) 峇迪村，度假屋，美食
下午六时，晚餐于关丹乞丐鸡海鲜饭店,
清晨六时半，大家集合在李氏总会，乘
豪华旅行车顺畅过新马两国海关。上午九点 菜色特別，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齿颊留香。
時分抵达蒸香味餐厅，享用米粉，炸鸡和咖
晚餐过后，八时抵达度假屋。约好九
啡早餐。后继程前往阿依淡的休息站稍作停
留。中午十二时半，在食为福用午餐, 美食当 点在餐厅，品美酒，喝香茶、吃零食、话家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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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 7日 (星期日)
海龟展览馆，《锡米之乡》林明展览馆
度假屋在海边，早上团员到沙滩散步, 看
海浪涌来退去, 看天边云彩多变，大家在一起
谈天说地。当太阳从东边的水平线上缓慢上
升，天空浑染成橙黄色，倒映在水面上，好
看极了。
早餐七时半开始，有咖啡茶、炒面、炒
饭、面包和糕点等。难得有机会能与宗亲在
海边享用甘榜特色的早餐, 感觉真棒。上午九

时到海龟展览馆参观，导游小刘的讲解风趣
又浅简易懂 ，让我们长知识了。
十时半抵达《锡米之乡》林明展览馆, 这
是一间旧式的英殖民时代双层洋楼，展品內
容丰富，说明详尽，让我们对锡米的开采有
更深一层的认识。离林明展览馆不远处，有
一条架在小河上的吊桥，大家到吊桥上取景
拍照。晚餐后回返度假屋休息。经过一天的
舟车劳顿，大家都累了。
3月1 8日

(星期一) 黑沙滩

从关丹返回，路途遙远，用完早餐, 我们
于早上八时半告別度假屋往黑沙滩。抵达时
一眼望去，眼前的黑沙滩在阳光照射下熠熠
生光。
近三小时车程，才抵达用午餐的酒楼。
用餐后继续往南，一路上观看影带消磨时
间，于四时抵达永平稍作休息，前往yoyo购买
饼干酱料等。黃昏时，在昔加末88国泰酒家
享用盆菜。晚餐后，踏上归途順利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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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雅杰

出席者 : 永久名誉会长文龙夫妇、志远
会长夫妇、雅杰副会长、春逢常务理事、植
丰正总务夫妇、磊山副总务夫妇和镇江正交
际。
10月 5日 (星期六) 《欢迎晚会》
早上，执监委在新渡轮码头集合, 抵达后,
巴淡李氏宗亲会的宗亲接待, 享用当地风味早
餐后, 至会所等候中午去机场。抵达后，到住
宿酒店Springhill Hotel已是下午五时 。
傍晚六时，我们在酒店的宴会大厅参加
《欢迎晚会》。楠榜李氏宗亲会主席文根宗
长致欢迎词后；晚宴开始, 来自新马印的宗亲
们以歌会宗亲，气氛热闹。我会交际镇江宗
长一首恢趣的《包青天》，执监委与志远会
长为大家带来周华健的《朋友》，获得热烈
的掌声。在互赠纪念品仪式，志远会长代表
本会赠送和接受奖牌纪念品。

10月6日（星期日）
《印尼李氏总会一周年纪念庆典》和
《印尼楠榜李氏宗亲会成立暨
理事就职典礼晚会》
来自新马印三地的近三百位宗亲穿着主
办当局分派的蓝衣红领T恤，上午九时到举行
祭祖仪式的楠榜客属恳亲社，品尝当地客家
小食。十时开始举行简单祭拜仪式。中午用
过自助餐后，大家回酒店休息。
傍晚出席《印尼李氏总会一周年纪念
庆典和印尼楠榜李氏宗亲会成立暨理事就职
典礼晚会》。宽敝的宴会大厅舞台，灯光
灿烂、桌席纵横交错共64席。先举行就职典
礼，在筹委会主席致词后，理监事就职仪式
就进行。
印尼李氏宗亲会总会成立一周年志庆，
嘉宾们受邀上台见证一周年的会庆、切蛋糕
仪式。晚会在欢呼声中，一曲《明天会更
好》，为晚会划下圆满的休止符。
10月7日 （星期一）《返程》
今天告别楠榜。中午在珍宝海鲜餐馆用
餐，因飞机延误，航班四时才起飞。感谢国
強总会长安排海鲜晚宴，三天两夜《楠榜之
旅》让团员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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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鎮江

第一天：2019年10月19日
出席瓜拉冷岳李氏宗亲会15
周年会庆

第二天：2019年10月20日   
游览马六甲红屋、
鸡场街、峇峇娘惹博物馆

第三天：2019年10月21日   
参观海上清真寺和
蜜蜂生态馆

早上大伙集合于李氏总
早晨，用过早餐后启
会 ， 6 点 1 5 分 钟 出 发 。 一 路 程。两个钟头的车程, 于中午
交通顺畅，顺利抵达早点餐 时分扺达马六甲著名的“大西
厅。
洋”娘惹餐厅吃午餐。后又到
著名的沙冰雪糕吃甜品。
第一站到潮苑海鲜餐
厅吃点心。第二站到著名的
午餐后游览马六甲红
YOYO购买当地的土产。午
餐 到 好 运 面 包 王 吃 面 包 咖 屋、出名的鸡场街、三叔公
哩鸡，海鲜煲。续程前往酒 土产店。下午四点参观峇峇
店，整妆出席瓜拉冷岳李氏 娘惹博物馆，认识娘惹家族
宗亲会的晚宴。
的来历，餐饮等生活习俗。
晚餐在潮顺隆吃一顿潮州
今晚出席瓜拉冷岳李氏
菜，大快朵颐，晚间入住
宗亲会庆祝成立15周年纪念。
HATTEN 酒店。
出席的执监委有会长志远，
总务植丰，常务委员春逢，
交际镇江，副康乐体双，荣
誉董事清丰，会员及家属21
位。

早餐后，参观行程的最
后一个景点—海上清真寺。
我们团里的八位女士难得有
机会，都换上了马来装，带
上头巾，连他们的先生都认
不出来。午餐后，我们参观
蜜蜂生态馆，了解工蜂，蜂
后的生长，蜜糖的种类，大
家也购买蜂蜜产品。晚餐在
珍宝吃盆菜大餐。行程安
排顺利，吃得开心，玩得开
心，购物开心。

红屋

峇峇娘惹博物馆

知道我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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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歌笑语” 逢周四
《经典老歌大家唱》自2018年9月开始。歌友从开始的
20多位发展到今日过百位。指导老师陈垂良，是文教
界知名人士。活动时间是星期四下午三时至五时；大
家唱多首经典老歌且学一首老歌。我们欢迎乐龄朋友
们到来参加免费的《经典老歌大家唱》。

“以歌会友” 欢庆国庆
190815
本会《经典老歌大家唱》的五十多位
歌友们穿上红色的T恤或上衣；以歌
会友，歌声和欢笑声不间断，气氛热
闹。

“关怀乐龄午宴”
呈献歌唱节目 190414
本会支持“关怀乐龄2019”
活动。《金曲老歌大家
唱》的学员呈献精彩的歌
唱表演, 招待80位来自牛车
水永恩关怀中心和职总红
山乐龄活动中心（红山）
的乐龄人士。

“尊师重道” 庆祝教师节
190905
学员们感谢陈垂良老师认真的教导，
在本会举行教师节庆祝，学员们赠送
礼物与礼券给老师。

“关怀乐龄午宴”

第13届“爱国歌曲大家唱”国庆晚会

第13届
“爱国歌曲大家唱”
国庆晚会 190803
3/08/2019（星期六），由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及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
办的第13届“爱国歌曲大家
唱”国庆晚会，假建屋局
发展中心广场举行。30位
《经典老歌大家唱》的乐
龄朋友代表出席。志远、
雅杰、植丰、敬顺夫妇和
秀华出席“爱国歌曲大家
唱”国庆晚会。

《儒家经典导读与诗词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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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道” 庆祝教师节

《儒家经典导读与诗词吟唱》
191026
新声诗社和国家图书馆联办的《中华
诗词吟唱学习汇报演出》之“儒家经
典导读与诗词吟唱”，我会30位“经典
老歌大家唱”的学员与新声诗社及海
南陈氏公会学员, 大合唱三首压轴歌
曲。当天下午志远、雅杰、宁强、宛
娥、秀华出席。
《欢歌乐舞观摩会》
191117
《经典老歌大家唱》学员与裕泉联络
所乐龄歌唱班于17/11/2019下午2时
至5时，假本会三楼多元活动厅联办
乐龄周《欢歌乐舞观摩会》；双方各
派15位歌手，出席人数近九十位，备
有自由餐供享用。志远会长、荣誉会
长万堂宗长、雅杰副会长、植丰总
务、光庭副财政和多位执监委到场观
礼。

“以歌会友” 欢庆国庆

文 / 编委会
新书发布会于13/10/2019下午两点，假
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举行，我会会长志远
宗长受邀作主宾。雅杰副会长、康南常务委 词，再由专人学者点评新书；最后宛娥宗姐
员、宁强副文教和明爱监察委员出席当天的 致谢词。发布会后点心茶点招待，现场也出
新 书 发 布 会 。 仪 式 简 单 ， 主 宾 志 远 会 长 献 售新书，由宛娥宗姐现场签名留念。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
江柏炜教授一行十三人于2019
年1月21日下午四时初访本
会。江教授一行人先到总会
三楼多元活动厅参观，由志
远会长介绍本会的概况和活
与江柏炜和学生们合照
动等，接着参观四楼的会议
文 / 李雅杰
厅和五楼天台的祖皇李耳祭 的会史感兴趣，近十年常来
坛。
相关文件、照片等。当日出
新加坡进行专题研究。
席的还有雅杰副会长，植丰
江教授与他的博士生硕
江教授和学生们对我会 正交际和宛娥监察委员，志
士生多年来潜心研究东南亚 的会史探讨与研究有浓厚兴 远会长代表我会赠送出版物
历史及风土人情等，取得斐 趣。将安排学生协助我会处 予江教授。志远会长晚间设
然的成就。同时对一些会馆 理和扫描历史资料、档案、 宴招待来自台湾的宾客。

10月14日晚间七时，志 杰和黄郁钧到金陵酒店享用
远会长邀请台湾师范大学的 越南风味餐, 我会历史资料会
江柏炜教授、伍明莉、翁沂 史小组组员亦出席。
晚餐后返回总会，江教
授对我会刚成立的历
史资料会史小组提
供了宝贵的意见；
凭着多年的经验，
为小组的工作进行
系统规划。会议结
束后, 我们拿出了
一些几十年前的活
动照片供参考；他
总会三楼多元活动厅外
志远会长(右5)和江柏炜(右6) 与众执监委等大合照

文 / 李雅杰

们觉得非常珍贵，选了一些
照片，用手机拍下。同时借
了几本总会周年庆特刊，带
回台湾阅读和进行扫描，再
制成电子版保存。
历史资料会史小组由
雅杰副会长与泉源正教育负
责，成员有植丰正总务，越
治副财政，副文教宁強，炳
坤副交际，宛娥執行委员和
会员剑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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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加坡宗乡总会主办，5月11
日假国敦河畔大酒店举行，雅杰副
会长与香泽正总务代表出席，雅杰
代表上台领取参加证书。

我会正青年李杉、正妇女李近等8位代表
本会参加由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华族文化中
心及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举办的端午节年度
《旱龙舟比赛》。

2019年端午节嘉年华会之《旱龙舟竞技
比赛》于01/06/2019下午三时假大巴窑图书馆
前广场举行。我会荣获成人组季军，可喜可
贺！

兵乓球赛于29/09/2019，星期日上午九时正，假新加坡宗
乡总会礼堂举行。本会派出两位乒乓小将参加初级组（十五岁
以下），小五女生李英祈和小四男生李凯杰在父亲的陪伴下到
场参赛。
志远会长、雅杰副会长、香泽财政和文东监察委员，到场
为本会参赛者支持打气。
两位小将在初赛中，技不如人，但毫不气馁。在场观赛的
我们对他们精湛的技艺，也给予高度赞赏，虽败犹荣。

本会青年团参加于01/09/2019(星期日)， 代表本会参赛。比赛场上高手如云，本会代
由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办的《第七届宗乡青 表使出浑身解数，但还是败下阵来，到场支
年体育节之篮球赛》。由会员宗亲的5位孩子 持的执监委都对球员的表视，给予表扬。
李宝玉、李宝盛、李宝耀、李宝泉、李遴任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
办，于2019年11月10 日假宗乡会馆联
合总会礼堂举行“第六屆宗乡杯全国学
生围棋锦标赛颁发证书给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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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李氏总会作为协办会馆之一，
受邀出席当晚举行的颁发证书给协办
会馆仪式。我会由会长志远和总务植
丰代表出席。

文 / 编委会整理

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本会的社交活
动共有97次，其中90次参加本地社团的社交
活动，9次出国交流访问、参加会议及外宾到 6. 古来县李氏公会周年庆典 2019年5月11日
访：
1. 麻属（陇西）李氏公会成立60周年庆典
2018年10月5日
麻属（陇西）李氏公会假柔南荣成迎宾
楼，举行成立60周年庆典。志远、春逢、
磊山夫妇、植丰、炳坤、欣媚7位宗亲代表
本会出席。

马来西亚柔佛州古来县李氏公会，假古来
聚缘酒家，庆祝成立二十四周年纪念联欢
晚宴。志远、春逢、磊山夫妇、炳坤、宛
娥、欣媚、敬顺夫妇、黄秘书代表出席。

2. 印尼李氏宗亲总会及印尼峇淡李氏宗亲会
莅临新加坡 2018年10月14日
印尼李氏宗亲总会及印尼峇淡李氏宗亲会
的宗亲，一行13人，莅临新加坡。本会永
久 名 誉 会 长 兼 产 业 信 托 人 友 福 宗 长 ， 假 7. 马六甲李氏宗祠周年庆典 2019年7月6日
马六甲李氏宗祠假马六甲培风中学大礼
大上海酒楼设宴招待。志远夫妇、友福夫
堂，举行该祠成立95周年纪念晚宴。志远
妇、雅杰、香泽、植丰、镇江、越治等出
夫妇、香泽夫妇代表出席。
席接待晚宴。
3. 2018年度全球李氏恳亲大会
2018年10月15至18日
本会18人宗亲团出席河北隆尧县的“2018年
度世界李氏恳亲大会”
4. 柔南李氏公会成立34周年庆典
2018年12月21日

这项活动假柔南和丽轩宴会厅酒楼举行。
雅杰、香泽、磊山夫妇、植丰、炳坤、欣
媚7位代表本会出席。
5. 台湾李氏宗亲总会就职典礼暨祭祖恳亲大会
2019年3月15日
台湾李氏宗亲总会假新北市彭园会馆举行
第十三届理事长、理监事、职员就职典礼
暨祭祖恳亲大会。志远会长代表出席。

8. 出席印尼李氏宗亲会一周年庆典暨印尼楠
榜李氏宗亲会成立理监事就职典礼
2019年10月5日至7日
文龙夫妇、志远
夫妇、雅杰、植
丰夫妇、磊山夫
妇、镇江宗长代
表出席，印尼李
氏宗亲会一周年
庆典暨印尼楠榜
李氏宗亲会成立
理监事就职典
礼。
9. 出席瓜拉冷岳李氏宗亲会15周年会庆
2019年10月19日
会长志远、总务植丰、常务委员春逢、交
际镇江、副康
乐体双、荣誉
董事清丰、会
员及亲属共21
位出席瓜拉冷
岳李氏宗亲会
15周年会庆。

27

文 / 编委会

181005 本会出席麻属（陇西）李氏公会成立60周
年庆典
181014 本会欢迎印尼李氏宗亲总会及印尼峇淡李
氏宗亲会莅临新加坡
181015 本会出席2018年度全球李氏恳亲大会
181110 本会假国敦河畔大酒店主办成立112周年
庆典晚宴，四楼宴会厅举行，并敦请东海
岸集选区国会议员暨本会名誉顾问奕贤宗
长为主宾
181221 本会出席柔南李氏公会成立34周年庆典
181123 假燕阁大酒楼主办112周年庆慰劳暨庆功
宴：举办112周年庆慰劳暨庆功宴
181223 本会出席新加坡潮州陇西李氏公会冬祭谒
祖仪式
181224 本会康乐组主办夜游滨海湾
190105 执监委聚餐会，东主是成义、亚平、秀
华、庆章。
190111 本会志远、雅杰出席宗乡总会主办的会馆
领导交流会”新加坡的未来展望”
190113 本会李杉、李近出席宗乡总会主办的青年
交流会
190113 本会康乐组主办新山新年购物一日游
190117 本会世昌出席宗乡总会主办的青年交流会
190120 本会妇女组主办厨艺大比拼《开心做年
菜》
190121 本会欢迎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江柏炜教
授到访
190124 本会会长志远出席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主
办的2019年度新春晚宴
190126 本会主办春暖社区 新春关怀午宴，并敦
请国会议长暨马林百列集选区国会议员
（景万岸—菜市）陈川仁先生为主宾，宴
请200位乐龄居民并为他们庆生
190129 本会雅杰夫妇出席第26届《春城洋溢华夏
情暨欢乐春节》文化、艺术、旅游展开幕
仪式
190207 本会志远、雅杰夫妇、越治、新刚、世
昌、李荣代表出席新加坡宗乡总会新春团
拜
190210 本会主办新春团拜、祭拜祖皇、颁发中小
学奖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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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6 本会雅杰、植丰代表出席新加坡福建会馆
新春团拜
190217 本会主办新春联欢晚宴
190222 本会志远、雅杰和泉源接待新加坡国立大
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学生到访
190224 本会雅杰代表出席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韩
雷师生音乐会
190309 本会妇女组主办庆祝三八妇女节
190315 本会志远代表出席台湾李氏宗亲总会第十
三届理事长、理监事、职员就职典礼暨祭
祖恳亲大会
190316 本会交际组主办三天两夜关丹林明游
190321 本会众执监委及家属庆祝祖皇诞辰
190326 本会雅杰代表出席新加坡南安会馆《凤山
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新书发布仪式  
190330 本 会 雅 杰 代 表 出 席 新 加 坡 族 谱 学
会“Maternal Roots - Family, Faith and
Freedom”新书发布会
190414 本会假千禧楼（花拉公园）主办关怀乐龄
2019, 招待80位来自永恩关怀中心和职总
保健乐龄活动中心（红山）的乐龄人士享
用午餐
190511 本会副会长雅杰代表出席杰出会馆奖暨杰
出青年奖颁奖典礼，领取参加证书
190511 本会出席柔佛州古来县李氏公会成立24周
年会庆
190505 本会康乐组和妇女组联办裕廊湖畔花园半
日游
190527 本会假沃伦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主办第六
届“李文献医生杯”高尔夫球赛，敦请本
会名誉顾问暨前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李文
献医生为主宾
190531 本会陈垂良老师指导的第一期民歌班正式
开课
190601 本会青年团李杉、李近等8位代表参加旱
龙舟比赛，荣获成人组季军
190601 本会执监委聚餐会，东主是文龙、友福、
坤成、滋长、万堂、春木, 席开七桌
190613 本会在志远会长、雅杰副会长、香泽总
务、磊山财政、植丰正交际暨康乐组顾
问、镇江正建设的见证下，销毁上一届选
票，并封投票箱

190630 本会召开会员大会并选举
总会第42届执监委和第
37届李氏互助会理事
190701 本 会 代 表 雅 杰 出 席 新 加
坡国家图书馆Donors’
Appreciation Night，
获颁感谢状
190704 本 会 由 志 远 、 添 南 、 香
泽、文东四位代表参加高
尔夫球友谊赛
190706 本会志远夫妇、香泽出席
马六甲李氏宗祠成立95
周年纪念
190707 本会康乐组主办彼咯榴莲
一日游
190731 本会推举志远宗长继任会
长和为万宗长连任互助会
主席，同时确定执监委和
李氏互助会复选名单。
190803 本 会 代 表 出 席 第 1 3 届     
“爱国歌曲大家唱”国庆
晚会
190804 本 会 代 表 雅 杰 夫 妇 、 世
昌出席新加坡福清会馆第
11届会馆杯庆国庆卡拉
OK歌唱比赛决赛
190815 本 会 主 办 《 经 典 老 歌 大
家唱》学员“以歌会友”
欢庆国庆                                     
190816 本会陈垂良老师指导的第
二期民歌班开课   
190828 本会志远、瑞庆、雅杰、
香泽、磊山欢迎福建省姓
氏源流研究会李氏委员会
《李富文化研究中心》秘
书长、广东陇西文化研究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莆
田市姓氏源流研究会李氏
委员会常务理事智强宗长
到访
190901 本会在总会三楼多元活动
厅举行就职典礼，由世界
李氏宗亲总会前理事长暨
本会永久名誉会长文龙大
律师,BBM,JP 宗长主持就
职监誓仪式。
190901 本会青年团参加第七届宗
乡青年体育节之篮球半决
赛
190905 本会主办《经典老歌大家
唱》学员教师节“尊师重
道” 庆祝会                                      

190905 本会30位代表出席2019
年度兵乓总会筹款晚宴，
友福赞助$40,000元； 志
远及瑞庆各赞助$5,000
元
190907 本会假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主办第十三届李氏宗团庆
中秋晚会，潮州陇西李氏
公会、琼崖李氏公会、李
氏（五山始祖）宗亲会协
办，恭请本会名誉顾问玉
云宗姐为主宾。
190915 本会在联合早报刊登贺词
恭贺为万宗长荣膺公共服
务奖章PBM
190927 本会执监委卡拉OK交流
夜
190929 本 会 参 加 第 七 届 宗 乡 青
年体育节2019之兵乓球
赛， 由两位乒乓小将 (小
五女生李英祈和小四男生
李凯杰) 代表
191005 本 会 主 办 《 楠 榜 三 日 两
夜》之旅，并出席印尼李
氏总会一周年纪念庆典，
印尼楠榜李氏宗亲会成立
暨理事就职典礼晚会
191013 本会康乐组主办圣淘沙半
日游
191013 本会会长志远受邀为宛娥
宗姐新书《一枚古铜板引
申的悲欢岁月》新书发布
会的主宾，假国家图书馆
16楼观景阁举行
191014 本会欢迎江柏炜教授一行
四人再访本会，启动历史
资料会史的工作
191019 本会交际组主办三天两夜
瓜拉冷岳之莎阿南 / 马六
甲之旅，并出席瓜拉冷岳
李氏宗亲会15周年会庆        
191026 本会《经典老歌大家唱》
与新声诗社及海南陈氏公
会的近百位学员，于“儒
家经典导读与诗词吟唱”
大合唱压轴的三首歌曲
191110 本会志远会长、植丰总务
出席全国学生围棋锦标赛
191117 本会《经典老歌大家唱》
与裕泉联络所乐龄歌唱班
联办《欢歌乐舞观摩会》
191122 本会出席柔南李氏公会碧
玉辉煌庆35与李同庆联
欢晚会

聚餐会

民歌班第一期

封票箱

左起 副总务磊山，副会长瑞庆，
会长志远，宗亲智強，副会长雅
杰，财政香泽

乒总筹款晚会

卡拉OK

江教授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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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李氏总会，前身为“李氏陇西公所”。李姓祖先远渡
重洋南来谋生，据记载已有200多年历史。先人立足之初，
自食其力刻苦经营，移殖之地宗谊之情，视如一家人，尤
其生老病死、教育福利之事，更赖团结互爱。因此有宗贤
如李祥杰、李百福、李清渊、李俊源等，于清朝光绪32年间
（1906年）倡议组织不分籍贯、信仰的血缘宗团“李氏陇西
公所”。
1906年至1910年，推举李清渊太平局绅为创会总理策划会
务，会所设于振瑞路98号。李清渊逝世后，由著名华社领袖
陈笃生的外孙李百福于1911年接任。
1945年星岛光复，“李氏陇西公所”由李源水、李文义、李
永通、李义蝉、李昇信等复兴会务。1946年至1959年，备受
李氏族人敬仰与爱戴的李振殿被推举为复兴第一届主席，暂
时租赁吉宁街88号二楼为会所。
1948年，在他们的领导下募得两万余元，拟购哇打汝街58号
双层楼。可惜住户借屋租统制法令不肯迁出，无法收回自
用。直至六年后才将该屋售卖。（原捐款人名单及所捐银
额，拼入1954年筹建惹兰勿刹会所基金项目）。
1951年，议决将“李氏陇西公所”改为“陇西李氏总会”，
另订总会章程，并推举李光前、李俊承、李伟南、李亮祺和
李祥杰为名誉会长；李振殿、李源水、李俊承、李伟南和
李五福为产业信托人。1953年，基于会所陈旧不堪，商议迁
徙。隔年，执委李慈云得知惹兰勿刹363号地段兴建中的大
厦，有意以8万元出售。于是推举李源水、李文义、李慈云
和李克显四人与业主商洽，终以7万5000元成交。1953年大
厦完工，由吉宁街迁入新大厦。1955年为庆祝李光耀、李俊
英两位宗长获选新加坡首届立法议员，特邀族彦设宴联欢，
并即席邀二位为总会名誉顾问。1956年12月2日，总会举行
成立50周年纪念暨新大厦落成典礼。
1960年至1967年，李金塔当选会长后，尽力为会员宗亲排难
解纷外，另设奖励制度广招新会员。
1968年至1970年，李国汉会长，加强了总会与海外宗亲团体
的联谊。1969年11月15日，联合六宗团，庆祝新加坡开埠
150周年纪念。1970年，李卫国宗长荣任人民协会理事长，
李族青年才俊李显龙、李金富、李棹尧等荣获总统奖学金，
实属李氏荣光。本会设宴庆祝，赠送锦旗祝贺。
1971年至1988年上半年，李丰林连任会长17年。1971年出版
了《新加坡陇西李氏纪念特刊》，颁发大学贷学金及中小学
助学金。1976年“陇西李氏总会”改为“新加坡李氏总会”
。1981年总会设立铜乐队活动基金，1985年总会及互助会修
改章程，总会康乐股成立篮球队。
1988年下半年至1992年，李庆传会长提出修改章程，并议决
通过会长只能连任两届。增设公关、青年和妇女组，财务与
会务采用电脑化，捐献我国独立25周年纪念慈善基金，首次
出版李氏总会会讯，出版82周年会庆特刊，并举办新加坡七
宗团座谈会。1991年议决由现任执监委会介绍候选人，供会
员投票参考。

1993年至1996年，李文龙律师接任会长后，鼓励双语的年轻
人参与会馆活动，设立陇西阁卡拉OK中心，举办全国中学生
华文作文现场比赛。
1997年至2000年，李五福任会长，则将青年股改为青年团扩
大组织架构，出版《一家亲》会刊，及粉刷总会大厦外观迎
接新禧年。
2001年至2004年，李逢春会长设立总会网站，更好地服务宗
亲，创造与时并进的平台。
2005年至2007年，李文龙律师再次出任会长，筹办2006年总
会成立百年大典。重新设计总会标志，更换会徽，取消入会
费和年捐，并进一步完善总会网站。主办千人华语保健讲
座、世界李氏书画展、百年大庆高尔夫球赛、千人宴及出版
《新加坡李氏总会一百年纪念特刊》。
2007年至2011年，李滋长会长举办文化讲座、歌艺交流、高
球竞技、保龄球赛等活动，助学金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宗亲子
女，与五宗团联办千人中秋游园会，融入社区。同时，也号
召李氏族人慷慨解囊，赈济中国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的灾
民。
2011年至2013年，李笃从会长积极推动总会常年活动及传统
节庆, 举办了高尔夫球赛, 全国李氏卡拉OK比赛和106周年会
庆暨出版24页活动集锦。
2013年至2017年，李友福会长重视关怀与援助社区弱势群
体。亲自带领会所大厦翻新及添置电梯的筹备工作，获李氏
族人热烈响应，集腋成裘，2015年底完成工程。会所大厦增
值，解决了常年经费不足的隐忧。2016年趁庆祝“新加坡李
氏总会”成立110周年纪念和会所大厦翻新工程竣工之际，
承办“2016年全球李氏恳亲大会”，举办“三禧庆典”，汇
聚海内外两千多宗亲的合作交流，塑造新一轮的共谋发展、
精诚团结的新气象新高峰。
2017年，李志远会长接棒之后，特为会馆拟出了六大愿景，
推行关怀与援助社区弱势群体活动，积极开展体育与文化活
动，出国交流访问等。2018年会员大会修改了章程，删减执
监委职位；会长最多可连任三届，每届两年；对新会员收
取一次性入会费等。2019年增添奖学金颁发。2019年4月30
日，新章程正式获得注册局批准生效。
新加坡李氏总会在新加坡的拓荒与发展史中，扮演积极角
色。从1906年创会迄今，走过了一个世纪多的漫长岁月，历
届会长及其领导班子均属于社会贤达人士，会务在李氏族人
的辛勤努力下，励精图治，激励后人。

新加坡李氏总会 Singapore Lee Clan General Association

363C Jalan Besar, Singapore 208994 Tel: 6296 7388 / 6296 7389 Fax: 6296 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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