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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雅杰

2018年2月25日（农历
正月初十），星期日上午十
时，本会进行祭拜祖皇、新
春团拜、颁发中小学奖助学
金的活动和李氏宗亲新春书
画展开幕的活动。

宗长们与学生们合照
志远会长代表举香祭拜

祭拜祖皇
上午十时三十分，先进
行祭拜祖皇仪式，参与的宗
亲们齐聚在祖皇前，满桌的
祭拜供品，在志远会长的带
领下，宗亲们一起焚香祭
拜，仪式简单隆重。
新春团拜
志远会长感谢到场的宗
亲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财
源广进、身体健康，同时介
绍了总会的一些活动，并鼓
励会员积极参与。然后，
大家一起进行团拜，互相道
贺，现场气氛热闹。

颁发中小学奖助学金
接着举行颁发了2018年
度中小学奖助学金仪式，发
出奖学金两份，中小学各一
位，助学金13份，中学11位
和小学两位，共计9,700元。
学生们顺序上台领取奖助学
金，由前会长暨我会永久名
誉会长友福宗长颁发。仪式
过后同学们与众执监委拍照
留念。

幕仪式，并颁发参展证书给
每一位参展者，以资奖励。
最后由雅杰副会长代表书画
展筹委会致谢词，感激所有
参展的宗亲的支持，使画展
能成功圆满的举行。本基宗
长现场挥春，展览地点在总
会三楼多功能厅   “李氏宗亲
新春书画展”是李氏总会在翻

李氏宗亲新春书画展
由本会永久名誉会长暨
世界李氏宗亲总会前理事长
文龙大律师JP,BBM宗长主
持“李氏宗亲新春书画展”开

文龙宗长为画展开幕
志远会长向宗亲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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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宗亲们起立互贺新春

新后的会所举办的首次书画展，在短促
的筹备时间里，诚邀得士通、炳坤、明
爱、雅杰、玉英、宛娥、福光、巡兴、
秋荔、李佳、本基等11位宗亲参展，难
能可贵。当中有多位是资深的书画界前
辈，共展出了33幅字画。其中卖出了三
幅画（雅杰一幅，售画收入$500元，悉
数捐总会活动经费；李佳两幅共$1000
元，$300元捐总会活动经费。）
享用自助餐

文龙宗长颁发参展证书予参展者后，大家一起合照

仪式过后，宗亲们移步至四楼享用自助
餐，在一片美好祝愿中圆满结束。

宗亲们享用自由餐  

副康乐本基宗长书写“厚德蛓物”赠文龙宗长

文/ 李菁

2018年3月3日，戊戌年农历正月十六，我会一年
一度的新春联欢晚宴于吉真宾乐雅酒店，四川豆花饭
庄宴会厅盛大举行。本会名誉顾问，暨前三巴旺集选
区国会议员玉云宗姐及其夫婿拨冗出席酒会与宗亲们
互道祝福，共襄新春喜乐。
当晚筵开十二席，约120理事及配偶，还有受
邀会员宗亲出席。感谢志远会长、友福永久名誉会
长、五福和滋长荣誉会长兼会务顾问、瑞庆副会长、
为万常务委员联合赞助宴席费用。感谢友福永久名誉
会长赞助红酒和威士忌。
席间大家杯觥交错，场面非常热闹，充满了新
春的欢乐气氛。东主们一起上台向全体宗亲敬酒， “
饮胜” 声连连响起，大家兴高彩烈，东主们在台上祝
福宗亲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高升、财源广
进。同時祝愿李氏总会在新的一年里会务蓬勃发展、
蒸蒸日上。
宗亲们开怀畅饮，登台献唱，施展歌喉。最后全
体执监委上台领唱，台下宗亲一起唱的新年组曲《贺
新年》《万年红》《大地回春》，将晚宴推向高潮，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圆满的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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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雅杰

为了加深宗亲对传统节
日的重视，加強宗亲的
融合与交流；李氏总会
今年第四次在宗乡总会礼
堂举行中秋晚会，宴开42
席，共400多位宗亲及家人出
席，逾70位小朋友參加。协
办单位是新加坡李氏宗团。
场外文化与儿童手工活
动，在下午五时开始：有猜
灯谜、书法、绘灯笼、魔术
表演、生日卡片制作与儿童
绘图上色。

场外亦设有品茗、月
饼、柚子、肉乾、冰淇淋摊
位，供宗亲享用。
晚会主宾是我会名誉顾
问，前国会议员玉云宗姐。
她于傍晚七时抵步，由筹委
会主席雅杰宗长等一行人接
待并参观场外的活动，品茗
香茶吃月饼。  
下午七时半，玉云宗姐
在志远会长等的陪同下步入
会场，受到我会两位永久名
誉会长文龙宗长和友福宗长
以及宗亲们热烈的欢迎。

下午五时后，宗亲们兴
高彩烈，扶老携幼到来，到
场的儿童凭券领取礼包一
份，内有玩具灯笼、饮料和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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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礼堂內响起了《传
灯》这首乐曲，宗亲们随兴
唱起，铿锵有力地唱出了“每
一条河是一则神话，每一盏
灯是一脉香火，每一条河都
要流下去，每一盏灯都要燃
烧自己”，在嘹亮的歌声中，
一群天真可爱的儿童，在文
龙宗长的带领下 ，提着灯笼
缓缓地步上舞台，为晚会掀
开序幕。主宾桌上的宗亲以
及工委们受邀到台上与儿童
们合照留念。

晚宴开始，两位司仪李
近与李菁重点介绍了总会一
年来所举办的一系列活动，
以及介绍我会首次出版的会
讯《李缘》，并呼吁宗亲会
员们务必要常来参加我会举
办的活动  。

的乐曲，为晚会余兴节目揭
开序幕，另两支舞蹈是傣族
舞“彩云之南”和伞舞 “千里共
婵娟” 。

节目流程顺畅，紧
凑精彩，两位司仪配合
无间。晚会进行了一半，
就进行桌号抽奖，由副会
长瑞庆宗长报效100张5元
购物礼券和进行抽
奖，共抽出10桌。
接着由会长
志远宗长进行第
6至10奖的幸运抽
奖，奖品是会长报效
的朱古力礼篮。

筹委会主席雅杰副会长
在致词时，感谢兄弟宗团的
赞助，宗长们慷慨解囊赞助
奖品及食品饮料，表演者落
力的演出，工委们的团队精
神，还有宗亲会员的踊跃参
加和玉云宗姐的拨冗出席，
使中秋晚会能圆满成功的举
行。主宾玉云宗姐受邀上台
致词后，受到宗亲们报以热
烈的掌声 。

台上节目精彩，歌舞乐
同欢，台下宗亲聚宗谊、享
美食、赏演出。
首先由穿着旗袍的舞蹈
员出场，伴着《天上人间》

歌 曲 演
唱者来头也
不小，会馆
杯冠军立贞
宗姐，黄金
年华冠军顺
源宗长和廖
雪莉小姐，
民歌班老师
红梅宗姐，
还有大超、
德义、瑞合
三位杰出歌
手的演唱。
歌曲有闽、
粤、华语流
行歌曲和民
歌 。本基宗
长也呈献琵
琶独奏。

节目来到尾声，
大抽奖前，司仪邀请
主宾席上的宗亲们和
工委们到台上与台下的宗亲
们高歌一曲《月亮代表我的
心》。在欢笑声中，在歌声
中，为晚会表演节目划下了
欢悦美好的休止符。
中秋晚会结束前的大抽
奖是宗亲们引颈以待的；首
奖由雅杰宗长报效的飞利浦
32吋超薄智能电视，次奖由
志远宗长报效雀巢咖啡机，
由筹委会主席雅杰宗长陪同
主宾玉云宗姐抽出前五奖。
首奖的幸运儿快步地走上舞
台，从主宾玉云宗姐手中接
过幸运奖品。一年一度的中
秋晚会于晚间十
时前结束，
宗 亲 们
带 着 愉
快 的 心
情 离 开
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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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雅杰

2018年度会员大会，于
24/6上午十一时假总会三楼
多功能厅举行。有近六十位
会员出席，推选志远会长为
大会主席。志远会长在致词
中感谢大家拨冗出席，报告
一年来的会务工作。概括为
以下几点：
1. 凝聚宗亲情谊：双月聚
餐会，新会员交流会，
传统庆祝节日（团拜、
中秋、端午、祖皇诞辰
等），卡拉OK交流会。
2. 服务社区、促进公益、
关怀弱势群体：探访老
人院，景万岸老人活动
中心敬老午宴，颁发助
学金等。
3. 加 强 与 海 外 宗 亲 的 联
系，交流合作：出席恳
亲会，到马来西亚、印
尼交流访问，外宾到访
等。
4. 跟进时代步伐，与时并
进 ：出版会讯，会馆资
料数码化，网站及时更
新等。
5. 发展青年团、妇女组、
康乐组，积极策划活
动 ： 举 办 相 关 课 程 （健
身舞、工笔画、歌唱班
等 ）， 举 办 一 日 或 多 日
游，参与宗乡会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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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龙舟、体育节等）。
会议也预告了下半年的
两个重要活动：
(一) 9月22日，星期六晚，假
宗乡总会礼堂，举办“第十二
届李氏宗团庆中秋晚会”，并
敦请本会名誉顾问玉云宗姐
为主宾。

前排左二会务顾问坤成宗长，
左三永久名誉会长友福宗长。

(二) 11月10日，星期六晚，
假国敦河畔大酒店，举行本
会成立112周年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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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献泀后，会员复
准了前期会议记录。先后由
香泽正总务作会务报告和磊
山正财政作财务报告。由于
产业信托人之一庆传宗长逝
世，推举德高望重的永久名
誉会长友福前会长为产业信
托人，在会员大会上一致通
过。
会员大会的主要项目是
修改章程，为了更能配合总
会的新愿景、新方向，修改
章程，于去年成立修改章程
委员会，经过几次的会议，
草拟了一份新章程。经过一
番讨论和提问 , 委员会都给
予阐释; 获得大家的认同。
会员以绝大多数票支持了修
改后的新章程。会员大会圆

全神贯注

满成功的举行。随后互助部
的会员大会也在一片欢呼声
中划下了休止符。会员大会
结束后，大家享用丰盛的自
由餐时，谈笑风生，凝聚宗
谊。
《新加坡李氏总会章程》
修改內容主要有下列几
项：
1. 个 人 会 员 入 会 需 缴 文
$100入会基金。
2. 入会满24个月的会员方
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3. 执行委员減少至26名。
4. 正会长任期最多只能连
任三届，每届为两年。

我会副会长瑞庆宗长PBM荣任
新加坡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总务主任和
新加坡宗乡总会第16届理事会理事
我会夺得《第六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冠军》
宗乡总会为了增进各会员团体之间
的情谊，于2018年8月13日假新加坡岛
屿俱乐部举办《第六届宗乡杯高尔夫球
赛》。我会志远会长和香泽正总务代表
我会参加比赛，凭着高超的球艺，夺得
第六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的冠军。

我会会员荣获《第九届“会馆杯”
庆祝国庆华语卡拉OK歌唱比赛》成人公开组冠军
立贞宗姐在这项比赛中，过关斩将, 脫颖而
出，荣获成人公开组冠军。为本会争光，可喜
可贺！她也因此获得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和福
清会馆推荐，到深圳参加为期13天，由中国国
侨办的“第五十九期海外华人文化社团中华才艺
培训班”。当晚，雅杰副会长、植丰正交际与世
昌正康乐亲赴会场支持。

我会福利组从九月份开
始，每个星期四下午三时至
五时，特别为喜爱六十至八十
年代经典老歌的乐龄人士主办     
《经典老歌大家唱》；除了会员及家人朋
友们，我们也欢迎公众一起来欢唱。
本会有幸邀请到多才多艺的陈垂良老
师担任教职，凭着他丰富的学识和资深的
教学经验，相信学员们将会受益无穷。前
一小时会选择一些经典老歌一起唱，后一
小时由老师教一首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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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近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华人二
千多年的旧习俗。每到这一天，
家家户户都挂艾叶菖蒲、赛龙
舟、吃粽子、配香囊。为了欢庆这个传统节
日，6月24日下午一时，本会妇女组在会所举
办了庆祝端午节的活动，近50位会员出席。
宗亲们欢聚一堂感受浓浓的粽情；參加
精彩纷呈的活动。我们还准备了各种口味的
粽子供品尝。有鲜肉粽、XO粽、娘惹粽、虾
米香粽等。

第二个活动是制 作 香 囊 。端午节佩戴
香囊是传统的端午节习俗。香囊选用的中草
药多具有散风驱寒、健脾和胃等功能。在老
师的指导下，宗亲们缝制着自己的香囊。最
后，一个个色彩艳丽的香囊“闪亮登场”  。
第三个活动是制作传统面人。捏面人是
一 种传统的民间艺术，作品生动有趣，富欣
赏价值。在华老师的指导下，捏出了各种各
样惟妙惟肖的作品 。

第一个活动是裹 粽 子 比 赛 ，感谢欣媚
宗姐准备裹粽子的食材。在欣媚宗姐的指导
下，宗姐宗嫂们都嘗试裹粽子，大家互相帮
忙，学会了裹粽子。

有奖竞猜的主持是宏磊宗姐，吸引了一
群热爱中华文化的宗亲们參加。问题围绕着
端午节的主题，活动在大家的欢笑声中圆满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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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傅金

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李氏
总会于当天下午三时到五时，假李氏总会三
楼多功能活动厅，举办了一个健康讲座《慢
性疾病预防与养生》，由我会会员李金菊医
学博士主讲。有近八十人出席，并受到了广
泛赞誉。会后备有点心招待出席者。    
主讲嘉宾李金菊医学博士提到中医养生
之道源远流长，她在身心保健和疾病防御方
面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通过分享，到场
的宗亲朋友们了解养生常识，对于保障身心
健康，乃至延年益寿都有极大的好处。
她详细地讲解，常犯的疾病有那些？
如何预防？什么是亚健康状况？那些是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等等。俗话说得好，防患于未
然，平时要多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情況，并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李医师提到一些富有营养的食物如大
枣、红豆、绿豆、枸杞等；多食用蔬菜、全

谷物、豆
类 等 食
物，可以
降低患癌
症之风险，
并推荐一些
抗癌食物，如
苹果、蓝莓、胡萝
卜、咖啡和茶等。同时也介绍了几道易煮的
养生食疗。
李医师在讲座时，教导大家做一些简单
的锻练功法，如站桩、甩手、搓腰、拉筋拍
打等动作。大家配合进行这些简单易学的功
法，舒解了筋骨，也获得保健养生的知识。
讲座后由雅杰副会长送上一束鲜花予李金菊
医师表示感谢，李医师回赠一本她撰写的医
疗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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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雅杰

21/07/2018 欢迎晚宴
李氏总会一行十八人，于21/07/2018到
峇淡岛参加《印尼李氏宗亲总会及峇淡李氏
宗亲会成立暨就职庆典》。

友福宗长请吃榴梿。再往购物中心，下午三
时半返回酒店休息。当晚我们穿着橙色三禧
庆典的T裇出席欢迎晚会 。

出席庆典者包括本会永久名誉会长文龙
宗长、 永久名誉会长友福宗长、志远会长、
雅杰副会长 等一行人。

欢迎晚宴于八时开席 , 志远会长被邀上
台唱一曲”我问天” 。晚宴在一片欢笑声中进
行，志远会长代表我会交换纪念品。

抵步吋码头全体照

大家早上于世贸中心的渡轮码头集合，
乘搭九时三十分的渡轮往峇淡岛，抵达时受
到峇淡宗亲们热烈的欢迎，拍照留念，再由
小巴送到入宿的酒店，领取礼包，中午品尝
当地著名的肉骨
茶午餐。
主办当局为
我们安排了贵平
宗亲，全程陪伴
协助。餐后，由
10

午后吃榴梿 友福(前左一)与
文龙宗长(前右一)

志远会长赠送纪念品予峇淡李氏宗亲会来贵会长(右二)和
印尼李氏宗亲总会国強会长(左二)

全体执监委与宗嫂欢迎晚宴合照

22/07/2018 祭祖仪式
大家早上穿上了主办当局赠送的T恤出
席祭祖仪式。祭祖仪式在印尼峇淡李氏宗亲
会会所前举行；十时开始，仪式简单隆重，
宗亲们梵香祭拜祖皇；午餐在会所附近的
小贩中心，
享用当地美
食。稍后，
友福宗长邀
请众人到著
名烧鸭店，
享用佳肴。
过后返回酒
店，来到酒
店內的小庭
院吃榴梿，
大家吃得好
开心。

22/07/2018 印尼   淡李氏宗亲总会成立暨就职庆典晚会
峇

就职典礼晚会七点半正式开始，印尼李
氏宗亲总会邀请到峇淡省长，市长和一些政
府人员。世界李氏宗亲会新任理事长振强宗
长、印尼李氏宗亲总会会长国强宗长、印尼
峇淡李氏宗亲会会长来贵宗长先后献词。

省长、将军等被邀上台
高歌一曲，来宾们送上了红
包，他们悉数将红包放入了
筹款箱。宴开七八十席，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晚上。

23/07/2018 珍重告别 返回狮城
我们于十时退了房，到购物中心
逛逛。中午时分，国强宗长在933海鲜
餐厅宴请來自新马的宗亲用午餐。餐
后，我们迳往码头乘船返回狮城。感
谢贵平宗亲妥善的安排，让我们有个
愉快的旅程。
11

文/ 雅杰

11/06/2018 机场迎宾

这次贵宾到访新加坡李氏总会，行程住
宿交通餐饮悉数由友福前会长尽心安排，晚
宴设在大世界购物商场内的御宝轩。当晚出
席宴会除了接机的一行人外，还有我会永久
名誉会长、世界李氏宗亲总会前理长文龙宗
长贤伉俪，友福夫人，志远夫人和磊山正财
政。

本会志远会长，永久名誉会长友福前会
长，雅杰副会长，香泽正总务，植丰正交际
和镇江正建设，一行六人前往机场候机大厅
迎接贵宾到来，并安排交通接送，入宿国敦
河畔大酒店。

席间大家谈笑风生，畅所欲言，贵宾们
盛情邀请总会组团拜访兼旅遊闽南，惠安和
德化。友福前会长精心选点的美味佳肴，远
方的宗亲们大快朶颐，名贵红酒助兴，使大
家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中国闽南李氏宗亲联谊总会会长仁东宗
长贤伉俪和监事长俊民宗长 , 中国福建省惠
安县李氏宗亲联谊会会长树生宗长和中国福
建省德化县李氏宗亲联谊会会长甲煦宗长一
行五人拜访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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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2018 祭拜祖皇 友好交流
当天上午十时半 , 在李氏总会大厦迎接
来自中国福建的李氏宗亲。宗亲一行五人在
友福前会长的陪同下到来 。直上三楼多功能
活动厅参观，接着上天台祭拜祖皇。
返回四楼会议室进行交流，志远会长对
本会的相关活动作了简单的介绍。他说：
为顺应时代的发展，注入新血，提出新的愿
景。并希望今后能与福建省各李氏宗亲会加
强联系。
福建闽南李氏宗亲联谊总会会长仁东宗
长致词时， 感谢新加坡李氏宗亲在闽南陇西
堂重建工程方面，给予精神和金钱方面的支
持。仁东宗长感谢，2015年6月，友福宗长
率团前来视察指导，友福宗长和文龙宗长为
陇西堂重建工程各捐赠了款項。
文龙宗长致词时表示，一年一度的恳亲
大会，增进世界李氏宗亲的情谊，提高世界
李氏宗亲总会的知名度，从而让中华文化、
李氏文化得以传承。更表示世界李氏宗团间
应该增加彼此间的交流，凝聚宗谊，见证宗
情。
中国福建省德化县李氏宗亲联谊会甲煦
会长欢迎新加坡李氏总会组团到福建交流访
问，参观李氏宗亲开办的陶瓷厂、十年老茶
厂等。

闽南李氏宗亲总会甲熙会长( 左二)
赠送锦旗于本会，由本会志远会长代表接受

李氏总会敬

赠于各宗亲

会的纪念品

12/06/2018 设宴款待
中国福建闽南李氏宗亲联谊总会俊民监
事长提到早期前辈们漂洋过海、到南洋成立
会馆，发扬天下李氏一家亲的精神。
交流会气氛融洽，双方进行交換纪念品
仪式。

午宴安排在四川豆花酒楼，宴开两席。
宴席在欢笑声中划下了休止符。午宴过后，
安排专车和导游，帯往滨海湾公园游玩。晚
餐由友福伉俪，志远伉俪和万堂伉俪陪同五
位宗亲宗嫂在酒楼共享晚餐。                           

13/06/2018 续程往菲
安排专车将一行五人送往机场，继程
前往菲律宾吕宋岛拜访当地的李氏宗亲 。

两地宗亲进行亲切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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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世昌

李氏总会于7月8号举办 长和植丰正交际交谈。路边
新山古來《健康养生欢乐一 的小店，坐满了聊天喝茶的
日游》共有40位參加，包三 人，像一幅悠闲的风景画。
餐：早餐客家酿豆腐、擂
茶，午餐有机养生火锅，晚
餐健康蒸汽海鮮餐；收费$68
。当天早上六时准时出发，
一路田园风光，晴空万里，
大家的心情开朗。

与国萍宗长合影留念

执监委合影

第一站是古来加拉沙威
客家村，品尝著名客家特色
早餐：擂茶、菜板、酿豆腐
等。早餐后，参观壁画一条
巷，别具特色，充满甘榜特
色和回忆。当地村长国萍宗
长（古来李氏公会前财政）
特地抽空赶来。与雅杰副会
14

午餐时间大快朵颐

农场餐厅，品尝有机养生火
锅，吃的都是农场的新鲜有
机食材。

第二站是永平的诚兴绿
色有机农场，女导游是一位
午饭后，踏上归程，唱
印裔穆斯林，华语讲得十分
卡拉OK驱走了长途跋涉的疲
流利，带领我们参观龙珠果
劳，欢笑声一路随行。晚餐
园、桑葚园、香蕉园、草药
之前，到当地最大的超级购
园等，增长了知识。中午在
物中心 IEON 购买物美价廉
的商品。
晚餐在醉鲜楼吃“健康蒸
汽海鮮火锅”，健康且味道极
鲜美，大家赞不绝口。

参观有机农场

结束了一天的《健康养
生》之旅，大家留下满满的
回忆......

文/ 李杰

今年国庆前的周六，8月4日下午两点，
假李氏总会三楼多元活动厅，举办《前列腺
癌——老虎还是小猫》及《您应该关注乳癌
吗？》健康讲座，分别由百汇医疗集团的傅
懋强医生及蔡慧丽医生主讲。同时也安排了
《浅谈住院医疗保险改革及影响》讲座，由
本会副财政兼妇女组顾问 越治宗姐主讲。
活动当天备有茶点招待，由我会副文书李菁
担任司仪；出席者约80人。
先由傅懋强医生开始，重点是讲述中老
年男性常遇到又难于启口的泌尿科问题，《
前列腺癌——老虎还是小猫》，傅医生轻松
幽默，通过一些例子，讲述了泌尿科问题，
让到场者有所警惕，增加了常识，也因此了
解了前列腺癌的成因及治疗。

蔡慧丽医生

蔡慧丽医生主讲《您应该关注乳癌
吗？》，她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显示
各种乳癌的照片，治疗方法，在场的宗亲
朋友们全神贯注的听讲，蔡医生也仔细回
答了所有的提问。
越治宗姐主讲的《浅
谈住院医疗保险改革及影
响》，是国人关注的一项
问题，能引起共鸣。

傅懋强医生

文/ 傅金

我们常说：“时來运转”，新的一年，新
的希望，在农历戊戌年将来临之际，对于来
年的运程如何？是许多华人最有兴趣的一件
事。做生意的希望捞个风生水起，财源广
进。个人嘛！也希望能转个好运，事事顺
利，心想事成 。
洪文顺师傅

为了能让会员宗亲与公众人士，能更了
觧自己在新的一年之运程，特邀得缘中秀资
深风水师洪文顺师傅主持《了觧自己——十
二生肖运程》讲座。洪师傅精通紫微斗数和
风水堪与，对命理有独特的见觧。讲座于
2018年2月4日（星期日），假本会三楼多功
能活动厅举行，时间是下午两时至四时，出
席者众多 。

洪师傅讲解轻松有趣，他指出戊戌年
接财神之法，让大家了解生肖对来年运程的
影响，认识到如何观察和避开一些障碍与不
幸。洪师傅阐述了命运的组合和命理风水运
程，并以浅白易懂的语言来解释2018年九宫
飞星与风水布局。对听众提出的疑问，他都
一一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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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雅杰

18/07/2018（星期三）
下午两点, 世界李氏宗亲会振
强理事长伉俪拜访本会，受
到两位永久名誉会长兼产业
信托人文龙大律师BBM, JP和
友福宗长、荣誉会长兼会务
顾问五福宗长等执监委的欢
迎；一行人先到三楼的多功
能厅参观，由志远会长介绍
总会的例常活动。

馆已转型，注入新动力、新
理念、开展新活动，以适应
时代的需求。”志远会长简单
地汇报本会的活动，如举办
凝聚宗谊、关怀弱势群体、
加强与海內外宗亲的联系等
一系列活动【包括双月聚餐
会、新会员交流会、传统节
日庆祝、探访老人院、颁发
奖助学金、宗亲到访、出席
世李恳亲会与马印宗亲会周
年庆典和出版会讯李缘等】

强理事长馈赠礼品, 并赠送一
面锦旗给本会留念，由会长
代表接受，在欢乐的气氛中
结束了交流会。

赠送锦旗后合影

振強理事長伉俪祖皇李耳前留影

在会长及众执监委陪同
下，迳往拜祭祖皇，然后返
回四楼会议厅进行交流。志
远会长致欢迎词，他说：“李
氏总会已迈入112年，承继着
联络宗谊、团结互助、促进
中华传统及文化交流等。会
16

文龙宗长致辞

出席的执监委与振強理事长合照

振强理事长在交流会
上，感謝我会执监委对世界
李氏宗亲总会的支持与贡
献。表扬了我会于2016年成
功的举办《三禧庆典》，并
对总会的活动给予肯定。 振

（出席的执监委还有名
誉会长金树宗长、副会长
瑞庆、雅杰、正总务香
泽、正财政磊山和正
交际植丰）

文/ 傅金

15/09 /2018
趁出席“雪隆李氏宗亲会
庆祝七十钻禧周年晚会”，正
交际植丰宗长策划了两天一
夜吉隆坡美景佳肴之旅。
李氏总会17人与潮州陇
西李氏公会7人，一行24人于
当天早上六时半出发，庆幸
人流不多，大家顺利地通过
两地关口。
导游Jacky对马来西亚的
华人社会概况了如指掌，他
详细地介绍各籍贯的华人在
马来西亚之分布状况及从事
的行业。沿途轻松风趣的讲
解，减轻了我们长途车程之
累 ，也增广了见闻。
第一站：永平土产店的
“明安餐厅”享用一頓丰盛早
餐；中午抵达吉隆坡后，走
马看花游览了布城的市政厅
和回教堂，拍照留影。
第二站：参观吉隆坡
咖啡展示馆，品尝选购种
类繁多、口味不一的咖
啡。午餐地点在“喜来登
酒家”，团员们在享用午
餐时，不忘交流，款款而
谈，增进了彼此的认识。

16/09 /2018

早餐于酒店七楼餐厅，
下午三时许入住Mercury
H o t e l ， 有 些 团 员 相 偕 往 步 八时半退房后，导游带团员
行之遙的购物商场。下午五 游览吉隆坡市区、独立广场
时半，在酒店大厅集合赴晚 和双峰塔。
宴。  
继程前往芙蓉，在微风
细雨的陪伴下，中午时分扺
达“好运面包王”餐馆。 “面包
咖喱鸡” “龙虎汤、” 等招牌
菜一一上桌。此时，窗外倾
盆大雨，室内气氛热闹。
晚宴场面壮观，大舞台
上的大型荧光幕，舞台前方
几十个位子的大圆桌，让人
眼前一亮。七点半，醒狮开
路，主宾席上的贵宾隆重入
场。节目有歌有舞、幸运抽
奖、交換纪念品及切蛋糕仪
式等等。席间，宾主举杯畅
饮、畅叙宗情，各地宗亲相
谈甚欢，四处洋溢着浓郁
的宗情，宗谊之花灿烂地绽
放。

午餐后，参观东甲糙米
厂， 厂内物品琳琅满目。回
程在永平小憩，添购手信。
晚餐于“珍宝海鲜小厨”
，创意冷盘、烧乳猪、鳕鱼
片等佳肴陆续上场。厨师烹
调手法细腻，菜式特別、色
香味浓，大家对这一餐赞不
绝口。
因周末返国的人潮拥
挤，回到总会已近午夜。两
天一夜游，不仅增加海外宗
团 的 交
流，也促
进 本 地
宗 亲 的
宗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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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雅杰、植丰

新一届理事会成立时，志远会长为总
会拟定六大愿景 ；其一是加强与海内外宗亲
的交流与合作， 对内与兄弟宗团交互往来，
举办活动。这一年来，我会组团出席新马印
泰台的宗亲会交流及周年庆典。
2017
11月 27日

乌鲁 冷 岳 李 氏 宗 亲 会 到 访

2017
12月12 - 15日

财团法人台湾李
氏宗祠建祠50周
年庆典，磊山夫
妇远赴台湾，代
表本会出席，并
于13/12/2017（
星期三）上午，
代表本会出席由世界李氏宗亲总会在台湾召
开的“第16届第2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暨颁发当
选证书”会议。
2017
12月 25日

乌鲁冷岳李氏宗亲到访本会，盛情邀请本会
出席“2018乌鲁冷岳李氏宗亲会成立7周年纪
念晚宴”。会长志远宗长特在万禧楼安排了一
个交流接待午宴，宴开二席，并邀请兄弟宗
团的代表们出席同聚。当天出席的执监委有
友福、为万、雅杰、香泽、磊山、植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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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法人台湾李氏宗祠周年
庆典与世界李氏宗亲总会第
16届第2次理监事联席会议
暨颁发当选证书

槟城大山脚陇西堂周年庆典

本会与潮
州陇西李
氏公会、
琼崖李氏
公会组团
出席槟城
大山脚陇
西堂成立
40周年庆典，并藉此机会到槟城、勿洞4天3
夜游。团员包括潮州陇西李氏公会7人，琼崖
李氏公会1人和本会7人。

2017
12月 28日

泰国勿洞李氏宗亲会

由正交际植丰宗长安
排，一行人于当天早
上拜访泰国勿洞李氏
宗亲会，成员包括潮
州陇西李氏公会代
表，琼崖李氏公会亚
丰会长。交流会上，雅杰副会长介绍我会的
会务活动并互赠纪念品，勿洞李氏宗亲会于
当天安排了祭拜仪式，两地宗亲们的恳切交
流凝聚了宗谊，临别时全体合照留念。
2018
4月 28日

乌鲁冷岳李氏宗亲会周年庆典

马来西
亚乌鲁
冷岳李
氏宗亲
会假马
来西亚
雪兰莪
州加影万宜绿园广场，举行成立七周年纪念
晚宴。志远夫妇、友福夫妇、香泽、植丰代
表本会出席。
2018

5月 19日

古来县李氏公会庆典

马来西亚柔佛古
来县李氏公会庆
祝成立二十三周
年纪念联欢晚
宴。志远夫妇、
雅杰、植丰、欣
媚、敬顺夫妇、宛娥代表本会出席。
2018
6月 11日

中国闽 南 李 氏 宗 亲 拜 访 本会

中国闽南李氏
宗亲联谊总会
会长仁东宗长
贤伉俪和监事
长俊民宗长，
中国福建省
惠安县李氏
宗亲联谊会会长树生宗长和中国福建省德化
县李氏宗亲联谊会会长甲煦宗长一行五人，
于11/6/2018拜访我会，受到执监委的热烈欢
迎，进行恳切的交流，互赠纪念品。

2018
7月 18日

第十六届世界李氏宗亲会
振强理事长伉俪到访会

受到两位永久名誉会长兼产业信托人文龙大
律师BBM, JP和友福宗长、荣誉会长兼会务顾
问五福宗长等执监委的欢迎。
2018
7月 21-23日

印 尼 李 氏 宗 亲 总 会 / 峇 淡李氏
宗 亲 会 成 立 暨 就 职 庆 典 晚会

李氏总会一行
十八人，于
21/7/2018到
峇淡岛参加《
印尼李氏宗亲
总会及峇淡李
氏宗亲会成立暨就职庆典》和祭祖仪式。
2018
9月15-16日

雪隆李氏宗亲会
70钻禧周年晚会

假华总大厦丹斯里杨忠礼大礼堂举行，我会
一行17人，由志远会长带团赴宴；同時安排
了两天一夜吉隆坡之旅，同行的还有潮州陇
西李氏公会的7位宗亲，共24人乘舒适旅行车
往返。
2018

10月18-21日

2 0 1 8 年 度 全 球 李 氏 恳 亲 大会

李氏宗亲团共18人出席由河北隆尧县承办
的“2018年度世界李氏恳亲大会”之际，其中5
位只出席恳亲会，13位将参加5天4夜的石家
庄、隆尧、北京游。印尼李氏宗亲总会及印
尼峇淡
李氏宗
亲会的
14位代
表，也
将和新
加坡团
队一起
参 加 5
天 4 夜
的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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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总会脚步正年青
举办多姿多彩的活动

文/ 编委会

文/ 李杰
2017
8月 9 日

康乐 组 ： 我 会 与 古 宁 同 乡
会卡 拉 O K交 流 会

出席者共30多人，我会准备了点心、茶
点招待宗亲们，大家尽情地欢唱，歌声
在三楼的多元活动厅缭绕，活动在欢歌
笑语中划下了休止符。
2018
3月 31日

建设组 ：
庆祝《 祖 皇 圣 诞 》

2017
8月 20日

20/08/2017（星期日）9am，
麦里芝蓄水池，全程8-10公里
16/09/2017（星期六）9am，
植物园
21/10/2017（星期六）4:30pm
夜徒滨海湾，全程8-10公里
31/03/2018（星期六）7pm，
夜徒滨海湾，全程6公里
2018
5 月 1日

道教祖师爷老子李耳，世称祖皇，圣诞
是在农历二月十五，当天上午十一时，
由副会长瑞庆宗长偕同五福、志发、春
逢、香泽、镇江等众执监委及家属，齐
聚总会天台，焚香祭拜祖皇，庆祝祖皇
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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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组与青年组：请来参加
《李氏健康徒步活动》
我会妇女组与
青年组近一年
來共策划了四
次徒步活动，
有早晨的也有
黃昏的，地点
也不同。路程
从6公里至10
公里，受到宗
亲及家人的支
持；出席人数
一般上都会超
过10人，徒步
后大家一起用
餐闲聊，凝聚
宗谊。這项活
动由李近正妇
女负责。

康乐组：宗亲携手同游总统府

趁着五一劳动节
公共假期，正康
乐世昌宗长邀请
执监委趁着总统
府开放日，把臂
同游，当天上午
九时齐聚总统府
前。參加者有雅
杰副会长、世昌
正康乐、李近正
妇女等多位宗亲
和家属參加。

2018
5月 21日

2018
9月 9日

康 乐 组 ： 与 中 正校 友
会 卡 拉 O K交 流 会

两会的民歌卡拉OK班的老師, 都是李红梅老
师, 先在我会三楼多功能厅举行, 后移步至月
眠路中正总校內的卡拉OK室举行。每次的活
动都获得民歌班学员的热烈支持。

2018
8月 12日

2018

青年组：我会青年组队参加
《 宗 乡 青 年 体 育 节 足 球 和 篮 球 比 赛》
9月 2 日

为了增进会
馆青年的交
流和友谊，
加强彼此的
合作，协助
会馆青年团
共同开展体
育活动，由
新加坡宗乡
会馆联合总会青年委员会主办，于2018年7月
至9月间举行“第六届宗乡青年体育节2018“，
运动项目包括保龄球、羽毛球、足球、篮球
及乒乓球。

2018
6月 10日

青年 组 与 妇 女 组 ：
旱龙 舟 比 赛

我会青年组首次组队参与其中两个项目，就
是于8月12日举行的足球比賽和9月2日举行的
篮球比賽，无法进入决赛，但他们的拼博精
神值得赞赏。志远会长、雅杰副会长、香泽
正总务等亲临现场观礼。    

2018
8月 19日

青年组：开办
《高尔夫球入门课程》

本会青年
组为会员
开办“高
尔夫球入
门课程”
，在8月
由宗乡总会主办的旱龙舟比赛于2018年6月10
19日正式
日下午三时，假大巴窑中心国家图书馆前广
在 大 巴
场举行。我国总统哈利玛主持开赛仪式。志
窑
东的高
远会长和植丰正交际亲临会场打气。
尔夫球场开课了；学员包括李荣、李佳、纾
本会青年组与妇女组首次组团参与，团员有 慧、赛凤、李瑛等七位宗亲。上课时间为两
嘉声、李彬、李近、纾慧、志強等。在比赛 小时，每人收費48元。宗亲相聚一起学习，
中大家齐心合力，虽败犹荣。志远会长、植 互相观摩指导，获益良多，掌握了高尔夫球
丰正交际等到场支持。
入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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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编委会

从今年五月份起，在志远会长的建 议
下，为了能让执监委常相聚交流，谈谈会
一如既往，宗亲们同欢共聚, 談笑风生， 务，聊聊天，可以选择在不同地点聚会。目
杯酒高歌，凝聚宗谊，受到宗亲们的热烈响 前己进行了两次。
应与参予 。
执监委聚餐晚宴

第41执监委于去年七月就职后，两个
月一次的聚餐晚宴，已经举行了5次，时间
是晚上七时半，假总会三楼多功能活动厅举
行。首由四间李氏兄弟宗团作东掀开序幕，
随后每次聚餐会由我会四位参与聚餐会的执
监委作东主，邀请兄弟宗团代表出席晚宴。
执监委常月聚会
17/09/17

潮洲陇西李氏公会
琼崖李氏公会
嘉应李氏公会
李氏(五山始祖) 宗亲会

18/11/17

志远、雅杰、香泽、磊山

13/01/18

瑞庆、荣富、为万、康南

12/05/18

崇海、志发、植丰、炳坤

14/07/18

光庭、记华、欲华、世昌

首次是在旧加冷机巴刹边的熟食中心，
出席者有志远、雅杰、香泽、欲华、植丰、
秀华、宛娥，享美食、吃点心、喝咖啡。宗
亲相聚，无所不谈，从家国大事到私人小
事，都是谈话內容，一晃就是两小时。
第二次的聚会，由我会副妇女纾慧作东
主，地点就在 Fortune Centre 楼下的咖啡店见
面。先后到来赴会的有志远、雅杰、香泽、
李彬和嘉声。咖啡茶水点心食物任你点任你
吃。大家聚在一起，从会务谈开，又从公事
谈到私事，又谈到美食佳肴，话题不限。在
谈笑声中 , 拉近了距离，凝聚了宗谊。

执监委聚会合照

监委賞月卡拉OK

执监委卡拉OK之夜

从五月份开始，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五，晚间七时至十时，定为执监委卡拉OK之
夜，欢迎喜欢唱歌的执监委及亲友到来高歌
一曲。不唱歌的宗亲及家人也可来湊热闹。
执監委聚餐会宗长们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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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编委会

本会在2015年重修翻新后，增建了电梯，增设了多元活动厅，空间明亮宽敞，优质的卡
拉OK系統，适合举办各项文娛活动与讲座，如新书发表会、书画展、聚餐会、端午节等活
动。我会也安排了不同课程与活动，让宗亲会员及家人朋友们參加，也欢迎公众人士参加這
些活动。我会目前进行的课程与活动有以下几项：
康乐組  民歌/卡拉OK

歌唱班

时间： 周四晚上 7:30 pm - 9:30 pm
(循环开课，欢迎随时报名)

费用：$70 (10堂课)
导师简介：李红梅老师，毕业于河北省艺
术学院声乐专业，曾在河北省歌舞剧院、
石家庄市歌舞团任专业演员，现在是新加
坡音乐家学会会员、人民协会合格教师，
曾在2004年新加坡作曲家协会第一届青年
歌手大赛中获第三名。2016年成功举办了
个 人 演 唱 会。红梅老师在新加坡教歌多
年，注重学生的基本功练习，科学的发音
和气息的正确运用，深入浅出。

教育组  初级工笔水墨画

妇女组  成人现代健身舞蹈班
时间：周六下午 3 pm - 5 pm
费用：会员$20，非会员$40 (10堂课)
导师简介：吴老师于1989-1991年在湖北省
武汉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乐理知识和舞蹈专
业，同年毕业于该校音乐师范系。吴老师
热爱艺术表演和舞蹈，愿意把自己所学到
的舞蹈知识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多了解舞
蹈可以培养我们形体的美感，找回你的自
信永保青春活力。

教育组 儿童初级水墨画/腊笔画班
（计划开办，有兴趣者请报名）
时间：周六中午 11 pm - 12:30 pm

时间：周六下午 1 pm - 2:30 pm

费用：会员$80，非会员$100 (10堂课)
学员年龄需6岁或以上  

费用：会员$80，非会员$100 (10堂课)
学员年龄需10岁或以上；需自备整
套绘画用具，或交由本会代为购，
全套 $52.30。

导师简介：副交际炳坤宗长专业书画家，
擅长水墨画及指导儿童绘画。曾多次参与
书画联展。现任教育部课外活动国画/腊笔
画班导师。

导师简介：副康乐本基宗长PBM，专业
书画家，擅长工笔画及书法楷、篆、隶。
作品收藏于宏茂桥公共图书馆及多间教堂
内。于2015年主办个人书画展。现任教育
部课外活动书法及国画导师。
课程内容： •
•
•
•
•
•

介绍文房四宝及其实际功用
白描工笔的用笔及练习
工笔画的赋色方法及练习
白描荷花的练习
工笔荷花各部份的练习
工笔荷花作品练习

妇女组  手工捏面人课程
（计划开办，有兴趣者请报名）
时间：双周一次，周五晚上 7 pm - 9 pm
（时间暂定）
费用：会员及直系家属$105
非会员$165
家长陪同上课按正常学员付费

( 6 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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