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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Letter 会讯

距
离本会百年大庆(2018年4月1日)，不到100天，已开

始进入倒计时阶段。

百年大庆标志整体是一个抽象的“晋”字，笔画带有继

往开来的大气。上半部分采用晋江传统建筑中，具有特色的

翘头屋檐造型，下半部分则是个“百”字。整个标志象征在

新加坡的晋江乡亲，一百年来团结在会馆的屋檐下，齐心协

力，发扬晋江人拼搏精神，并将继续传承。标志旁的“世

纪晋江，百载辉煌”是由我国名书法家何钰峰乡贤挥毫。

《百年纪念特刊》在主编彭丽儿的带领下，已进入最

后的审稿工作。特刊编委会很荣幸邀请报业闻人杜南发乡

贤担任编委会顾问，在他的建议下，我们的百年特刊收集

了大量史料，将会是一本具有收藏价值的特刊。

文图／李晓民 

和衷共济 通力合作

确保百年大庆成功举行

行，筹委们已安排了精彩节目，为当晚出席的嘉宾呈现我

们会馆百年的辉煌。李显龙总理将担任主宾。

百年大庆视频，已拍摄了许多重要活动画面。由青年团

林浜娘编曲的百年庆歌“乘风飞翔”已在进行编曲录音。

百年庆的筹款活动，获得乡贤们的踊跃支持，让我们

感动。有些乡贤捐款后，还问我们够不够。有些乡贤看到

我们前去拜访，更说“您们说捐多少，我就捐多少。”乡

贤们的信任与鼎力支持，让我们没有经济上的压力，没有

后顾之忧。我们会善用大家的捐款。

百年大庆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会长卜清 感

谢大家的通力合作，希望接下来的100天，大家齐心全力以

赴，为晋江百年大庆，创造辉煌！
特刊封面与封底的设计是编委
会顾问杜南发(左三)拟定的

华语闽南语音乐

剧“有时月光”，已

展开宣传工作。“有时

月光”音乐剧，讲述

的是闽南先辈下南洋的

故事。首场演出(2018年

3月29日星期四)晚上8时在维

多利亚剧院，为百年大庆拉开序幕。

为配合百年庆而举办的首届“世界晋江青年莱佛士论

坛”，已邀请了多位杰出的青年主讲嘉宾，包括主管高等教

育及技能的王乙康教育部长，一起来探讨颠覆性世界的机

遇与挑战。

百年大庆晚宴将在莱佛士城会议中心费尔蒙宴会厅举 本会领导们与莱佛士城宴会厅负责人商讨大庆晚宴事

书法家何钰峰乡贤(右一)为特刊挥毫



敦睦乡谊

一
元复始，万象更新。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

历程承载新的梦想。新年伊始，本会的第一项活动

就是会员大会暨新春团拜。2017年2月5日(正月初九，星

期天)，晋江会馆礼堂喜气洋洋，欢声笑语，祝福声不断。

上午11时，会员大会正式开始。

今年会员大会的重点讨论事项是晋江会馆的百年大庆。

会员们纷纷提出自己的建议，大家集思广益，就是为了共同

将晋江会馆的100周年庆典办好！

 会员大会通过了百年大庆的庆祝方案与财政预算。晋

江会馆100周年庆典已确定于明年2018年3月份举行。会

员大会之后，执委们将紧锣密鼓进行庆典的筹备工作。蔡

成宗顾问代表会馆全体顾问感谢本届执委会负起筹备与举

办百年大庆的重任。

会员大会圆满结束。接着，进行“捞鱼生”，享用自助

午餐。大家互祝事业成功，兴旺发财。“发啊”此起彼伏。

今年会员大会，历届会长8人有5人(蔡锦淞、蔡成宗、

萧孙喜、蔡克网、庄镇祥)拨冗出席，会馆的三位资深乡贤

(柯千衙、陈延反、谢安桐)也拨冗出席，让我们深受感动。

岁序更新   迎春接福
我会馆召开会员大会暨新春团拜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有会馆前辈们的关心与爱护，有顾问们的宝贵经验与指

导，相信本届执委会定能顺利完成百年大庆的任务。

2017年2月2日(正月初六，星期四)上午10时，卜清鍾

会长率副会长与各股主任向蔡天宝顾问拜年。

 

妇女组合影

捞鱼生，发啊！

卜清鍾会长率副会长与各股主任向蔡天宝顾问拜年
由左至右：青年团顾问陈本忠、教育股主任施詠晴、交际股主任赖国标、福利股副主任林忠发、总务蔡少铭、副会长丁增嘉、会长卜清鍾、蔡天宝顾
问(新加坡宗乡总会兼福建会馆会长)、副会长朱仲涵、互助部主任丁振倧、财政萧宝禄、福利股主任张露、妇女组主任邱丽珠、副财政施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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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晓民   图／施性富

2017年5月28日(星期天)，新

加坡晋江会馆在礼堂庆祝端午节，

共有75个家庭175人报名出席。晋

江会馆希望通过举办的活动(例如：

端午节、中秋节等)，吸引更多会员

带子女甚至祖孙三代一同出

席，增强年轻一

代对晋江会馆的

归 属 感 ， 通 过 录

像播放与游戏活动

让年轻一代对传统

节庆有更进一步的

认识。

我会馆庆祝端午节2017

粽叶飘香  香溢晋雅阁

妇女组与青
年团协助分
发肉粽

夹乒乓球比赛，儿童
专注的表情一级棒

用吸管传递橡皮筋比赛，
考验团队合作精神

晋江会馆赠送“提线鸵
鸟”给儿童们，大家玩
得很开心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正月廿二日)晚上6时30分，

本会妇女组在会馆礼堂举办“庆祝元宵节暨生日会”，报

名出席人数达70人。6盘鱼生、15道菜肴、汤圆与水果及甜

品，全部由妇女组组员与乡亲们自备，温馨且健康。

享用晚餐之后，游戏环节有Bingo游戏。

晚上9时，妇女组为一月与二月份寿星庆祝生日，唱生

日歌，许愿，切蛋糕。

时时聚一聚  生活更美丽
我会馆妇女组庆祝
2017年元宵节暨生日会

蔡成宗顾问(右二)与邱传庆顾问(左二)拨冗出席

大家聚精会神玩Bingo游戏

庆祝生日(许愿
、吹蜡烛、切蛋

糕)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为
了更好地凝聚乡情，本会妇女于2017年6月25日(星期天)组举办一年一度的新

加坡一日游-“新加坡农场一日游”，并庆祝母亲节、父亲节、生日会。当天

共有28个家庭65人出席，其中祖孙三代家庭有3个。

庆祝双亲节，爸爸们与妈妈们来张合影。 合影于奶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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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洪金贵

为
了帮助乐龄人士延缓大脑衰老，远离老年痴呆，练

就自己的最强大脑，本会教育股与MEMO智能学院

联办《乐龄最强大脑》短期课程。上课日期从2017年5月

27日开始，连续四个星期六的下午2时至3时30分在本会礼

堂开课。此课程在2017年6月17日结业，每位学员都以高

分毕业，拿到《乐龄最强大脑》证书。

《乐龄最强大脑》短期课程包括情绪管理、时间管理、

手指操、数字编码、随机词汇、健康营养食物、古诗词的记

忆学习。在Joy老师生动有趣的教学带动下，学员们都很投

入、积极地学习记忆法。

经过4节课的训练，学员们记数字、随机词汇、古诗词

老当益壮  笃学不倦
本会教育股为乐龄人士举办“最强大脑”课程

学员们认真做笔记

等的速度明显快了很多，准确率达到近100%。课后学员们

纷纷表示，4节课太短，还想继续上课，希望晋江会馆今后

能举办更多此类课程。

值
此中秋佳节，风清月朗、桂香沁人之际，2017年9月23日(星期六，农历八月初四)，

新加坡晋江会馆假宗乡总会礼堂举办“三代同堂庆中秋晚会”。今年中秋

晚会由康乐股主办，妇女组与青年团协办。中秋工委会统筹、康乐股主任兼青年

团团长孙清华召集了50名青年团团员来担任义工。当晚出席的会员乡亲人数多达

600人，很多会员携带家人、祖孙三代一同前来。老少欢聚一堂，整场晚会热闹

非凡，其乐融融。

祖孙三代分发灯笼

妇女组负责切月饼、剥柚子、分发自助餐与茶水

文／郭美丽   图／施性富月到中秋分外明  三代同堂亲情深

本会妇女组举办“新加坡一日游”并

庆祝“双亲节暨生日会”

陈明德顾问伉俪(后排右一与前排右一)与许

书朕顾问祖孙三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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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一晃而过，一眨眼2017年已

经接近尾声。在这个充满节日

气氛的月份里，本会妇女组年终聚会

也于2017年12月16日在本会礼堂热闹

举行。本次聚会共同庆祝圣诞节、冬

至节、生日会和即将到来的元旦，邀

请会馆理事、会员、妇女组组员、青

年团团员携家眷一起聚餐欢庆节日。

妇女组早早就到会馆布置准备，

并提前搓起了汤圆，汤圆是冬至必不

可少的传统小吃。晚上6时30分，飘

香的自助餐开始了，大家陆续到场，

边吃边聊，品美食，吃汤圆。晚餐过

文图／林晓萍

大家一起搓汤圆

游戏环节

后就是亲子游戏环节。老少参与三个

不同的游戏，场上的人全神贯注，场

下的人鼓掌加油，获胜者开心领取奖

品。晚上8时30分，妇女组举行生日

庆祝会，为11月份和12月份寿星们庆

生。大家一起为他们点燃生日蜡烛，

唱起生日歌，祝他们生日快乐。除了

有生日蛋糕，还有圣诞节少不了的树

桐蛋糕，一边吃着甜甜的蛋糕，一边

交换圣诞礼物，献上祝福。聚会在欢

快的圣诞歌曲中结束，大家度过了愉

快的夜晚。

本会妇女组庆祝“冬至、圣诞、生日会”

为寿星们庆祝生日、切蛋糕

相聚相欢  互祝互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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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青春
 喜度国庆  拥抱健康

    我会参加
“百人国庆沙滩泡泡球嘉年华”

现场大合照

文／林晓萍

为
了庆祝新加坡52周年国庆，新加坡晋江

会馆联合“加入吧”、INT Motion Pte 

Ltd、Ding Ding Service报名平台于7月30日在

圣淘沙Palawan beach举办“百人国庆沙滩泡

泡球嘉年华”活动。有关消息一经发布便得到

公众的踊跃报名，共有120人参加，我会青年

团与永春会馆组成一队参与比赛。为了活动能

顺利进行，我会也组织义工团协助工作。



7

青春出彩

            留下汗水  展现风采
本会协办“2017年第五届宗乡青年体育节”

本会夺冠队伍与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右八)以及
主宾钟丽慧国会议员(右七)合影

足球赛队伍合影(左一是本会体育赛事召集人吴婷婷)

本会荣获足球赛团体冠军(右二是本会副总务兼青年团顾问陈本忠)

所有篮球赛参赛队伍合影

卜清鍾会长（左二）出席了开幕礼

康乐股主任兼青年团团长孙清华(左二)代表本会
领取协办单位纪念品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2017年8月6日至10月18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主办“第五届宗乡青年体育节”，系列赛事包括保龄球、

足球、羽毛球、篮球、乒乓球。本会协办保龄球赛与开幕

礼。本会体育赛事负责人吴婷婷积极招募青年团参赛，义

工组负责人林清桐也积极招募青年团协

助义工工作。

此次体育节，本会青年团荣获足球赛

团体冠军与金靴奖，以及篮球赛团体亚军

与三分球冠军，可喜可贺。

会长卜清鍾与孙清华团长及青年团团

员出席了8月6日开幕礼；孙清华团长与青

年团团员出席了10月18日闭幕礼，孙清华

团长代表本会上台领取协办单位纪念品。



8

出彩青春

2017年12月8日至10日，我会应邀于上海出席了世界

晋江青年联谊会(简称：世晋青)成立十周年庆典。我会庆

贺团以朱仲涵副会长为领队，永久名誉会长兼世晋青副会

长柯鸿景为团长，青年团团长兼世晋青副秘书长孙清华为

副团长，一行29人，与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理事共300

多人齐聚上海，共同庆贺，盛况空前。

当日，我会青年团也假宝龙集团7楼会议室召开第五届

第三次理事会。各项议题顺利进行。

庆典晚宴上，各地区代表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其乐

融融。我会庆贺团也精心准备并表演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

串烧节目，印度舞+娘惹舞+嘻哈舞+闽南语歌曲及大合唱

《我的中国心》，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庆贺团合影于“欢迎宴”会场

与会理事合影于宝龙公司

世晋青历任会长与我会青年团团长合影。左起：现任青

年团团长孙清华；第二任世晋青会长许清流；现任(第

三任)世晋青会长许华芳；首任世晋青会长洪游奕；首

任青年团团
长现任顾问柯鸿景

娘惹舞
嘻哈舞

印度舞

让青春飞扬  创和谐社会
我会青年团应邀出席世晋青成立十周年庆典

文／邱宁毅   图／世晋青



年长者参观晋江会馆，本会为年长者准备了泉州特色的美食

印度舞

让青春飞扬  创和谐社会
我会青年团应邀出席世晋青成立十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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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互助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为
了鼓励年轻人回馈社会，传承饮水思源以及

敬老尊贤的价值观，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

会(简称：宗乡总会)与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简

称：华助会)五年前携手联办“关怀乐龄”活动，

本会已连续五年参与此项活动。

今年的“关怀乐龄活动”于2017年4月9日(星

期天)举行， 活动在上午10时开始。主办单位安排

了500名年长者，在600位义工的陪同下，分组参观11间不同的宗乡会

馆，观赏社团呈献的富有特色节目，包括文化艺术表演、美食品尝、

手工艺品展示、参观会馆、文化馆导览等。除了唤起浓浓乡情，也让

年轻一代对宗乡会馆以及会馆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参观了会馆过后，所有年长者和义工们都齐聚新加坡胡姬乡村俱

乐部，参加周边活动，并享用主办单位准备的午宴，观赏精彩的舞台

节目。主办单位很荣幸邀请到我国总统陈庆炎博士担任主宾。

陈庆炎总统颁发盾牌给11间社团代表。由左至右：华
助会董事会主席颜金勇部长、本会副会长丁增嘉、陈
庆炎总统、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

文图／施 晴

本会妇女组举办
“探访老人院2017”活动

2017年7月23日

(星期天)上午10时至

下午1时，本会妇女

组举办“探访老人

院—慈恩林”活动。

报名出席人数将近50

人。

妇女组分发红包

与礼包给老人们，青

年团义工、会馆歌唱

班、以及部委共呈献11个节目。老人们看得非常开心，有些

还与我们一起合唱，其乐融融。

妇女组举办的活动能顺利完成，有赖于会馆领导与乡

亲们的鼎力支持。此次活动共筹款新币$24,200元，全数

捐献给慈恩林，感谢所有捐款人和赞助商，让敬老爱老活

动更圆满！

卜清鍾会长（左一）分发红包给慈恩林老人们

青年团与歌唱班合唱

2017年6月23日(星期五)晚上7时30分于新加坡华族

文化中心7楼礼堂，本会受邀出席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

会“合作伙伴奖颁奖典礼2017”，并获颁十年长期伙伴

奖，以表扬晋江会馆长期委派青年团义工，支持华助会的

活动，帮助弱势群体。总务蔡少铭代表晋江会馆从华助会

前任主席颜金勇部长手中领取“尚恒奖”。

晋江会馆青年团自 2008年成立，就不间断的组织青年

团员担任义工，参与新加坡华助会的大型活动，如“关怀乐

龄计划”和“准备上学咯！计划”。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发

扬了助人为乐的精神，也加强了青年团的凝聚力。本会将一

如既往支持华助会的活动，并委派青年团参与义工工作。

我会荣获华助会颁发
“尚恒奖”

蔡少铭总务(左)代表晋江会馆从颜金勇部长手中接领“尚恒奖”

文／李晓民   图／华助会

人人都敬老  社会就更好

陈庆炎总统颁发纪念盾牌给11间社团代表。由左至右：华助会董事会主席颜金勇
部长、本会副会长丁增嘉、陈庆炎总统、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

我会参与“关怀乐龄活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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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关怀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安老怀少收获温馨  本会颁发“2018年贺岁金与助学金”

本
会于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晚上7时，在会馆礼堂，举行

2018年度敬老贺岁金与助学金的颁发仪式，主宾是蔡天宝

夫人黄莲香女士。

教育股主任施 晴在致词中表示，颁发敬老贺岁金与助学金

是本会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之一。敬老尊贤是传统美德，本会颁

发敬老贺岁是向老一辈乡亲们，包括为晋江会馆互助部服务奉献

了几十年的部委表达的一份心意，感谢他们的长期服务与贡献！

颁发助学金旨在帮助有需要的乡亲子女，鼓励同学们勤奋向学，

饮水思源，学成后加入晋江会馆，回馈社会，为社区与乡亲们服

务。施 晴主任代表会馆感谢卜清鍾会长报效礼包以及妇女组顾

问史若瑾赞助红包。

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周纬翰同学代表所有获得助学金的学生发

表感言。他感谢晋江会馆颁发助学金，不仅可以减轻父母在学费上

的负担，也肯定学子们一年来的努力。学子们将会更努力读书，取

得更好成绩，回报父母与会馆，将来学成后回馈社会与会馆。

获得“2018年度敬老贺岁金”，共有8人，每人获得红包新币

600元与礼包一份。获得“2018年度助学金”，共有11人。大学组

5人，每人获得助学金新币600元；学院组4人，每人获得助学金新

币500元；中学组2人，每人获得助学金新币400元。

颁发敬老贺岁金。由左至右：会长卜清鍾、主宾蔡天宝夫人黄莲
香女士、部委郑标鹤、福利股主任张露

颁发助学金。由左至右：会长卜清鍾、主宾蔡天宝夫人黄莲香女
士、学生施亭安、教育股主任施詠晴

文图／林晓萍

新
加坡仁慈医院一年一度的素食会于2017年10月1日举

行。来自餐馆、寺庙、宗教协会和慈善组织共70多个

摊位参与本次活动，售卖素食、日常用品与药品等。售卖所

得全部用于仁慈医院的运营、设备等。

新加坡晋江会馆青年团如往年一样为素食会提供义工服

务。在现场遇到新加坡仁慈医院主席、晋江会馆名誉顾问兼

永久名誉会长蔡天宝乡贤，他表扬了晋江会馆青年团，并亲

切地与义工们合影。

我会青年团播种善行担任
“仁慈医院素食会2017”义工

仁慈医院主席蔡天宝乡贤(中)与晋江会馆青年团部分义工合影

文／李晓民   图／施性富

为
了响应“全国敬老周”活动和培养年轻一代“敬老

尊贤、为善最乐”的美德，新加坡晋江会馆妇女组

连续多年与丹戎巴葛民众俱乐部联合举办“敬老之夜”联

欢晚宴。

2017年敬老之夜联欢晚宴于11月4日，假丹戎巴葛民

众俱乐部礼堂举行，主宾是新加坡财政部及律政部高级政

务部长、丹戎巴葛集选区基层组织顾问英兰妮小姐。当晚

设宴41桌，除了邀请丹戎巴葛集选区5个社区乐龄人士200

人出席，也邀请晋江会馆乐龄会员出席。

树敬老之风  促社会和谐
我会妇女组联办

“敬老之夜2017”

恭迎主宾。由左至右：工委会副主席兼妇女组主任邱丽珠、工委会副
主席兼妇女组顾问史若瑾、工委会主席兼妇女组顾问林玉娇、主宾英
兰妮部长、会长卜清鍾、妇女组副主任施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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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

我会为“新加坡文化遗产节2017”

呈献“提线木偶”表演

第
14届“新加坡文化遗产节”于2017年4月28日至5月14日举行。主办单位国家

文物局今年再次在Bukit Pasoh Road封路举行，供公众参观整条街的会馆与

景点，并观赏各会馆或文化团体表演的节目。

为了让会员与公众对福建传统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今年本会特邀新艺声木

偶班表演“提线木偶”，为新加坡文化遗产节量身定制节目，精彩纷呈，舞台前挤

满观众，热闹非凡。

提线木偶戏(新加坡晋江会馆邀请新艺声
木偶戏班表演)

本会部份领导合影于戏台前。(由左至右：本会交际股主任兼传统南音社社长赖国标、会务顾问蔡克
网PBM、湘灵音乐社社长丁宏海、本会法律顾问兼怡和轩俱乐部前主席林清如、总务蔡少铭、常务委
员王为森)

本会参与“2017年第六届新加坡福建文化节”系列活动
2017年4月13日至23日，新加坡福建会馆在天福宫前广场，主办第六届新加坡福建文

化节开幕典礼暨《乡情-新加坡福建人的会馆》新书发布会、3D壁画与天福宫导览、美食展

卖会、“下南洋”演出、文化讲座等系列活动。开幕典礼上，本会卜清 会长代表新加坡

闽属会馆从主宾颜金勇部长手中接领《乡情》新

书。本会也积极号召理事与会员们踊跃出席此次

文化节的各项活动。

本会妇女组负责一个美食摊位，售卖福建美

食(芋头饭、花生汤圆、口口脆)。妇女组将两天

售卖所得，悉数捐给本会充作活动经费。

《乡情》新书发布会本会负责的美食摊位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文图／李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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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

为
弘扬爱国精神及发扬传统文化，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华

族文化中心及大巴窑中公民咨询委员会于2017年5月27日(星期六)，

在大巴窑图书馆前广场联办“2017年端午节嘉年华会”。

今年，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到场采访与报道“2017年端午节嘉年华

会”活动。

共有19支来自会馆、社团及民间组织的队伍参赛，参赛队伍晋级以速

度为标准，新加坡晋江会馆以“8.59秒”勇夺冠军。

陆上赛舟  感悟端午文化
我会青年团荣获旱龙舟比赛冠军

胜利的喜悦(本会参赛队伍上台领奖) 本会赢得3次冠军(2011年、2012年、2017年)

本会参赛队员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访问

半决赛与决赛，参赛队伍使用“扛在肩上”的龙舟

初赛，参赛队伍使用“陆地行走”的龙舟

文图／李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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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扬乡谊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新
加坡泉属会馆聚餐会，是由泉属5间会馆(永春会馆、

惠安公会、晋江会馆、安溪会馆、南安会馆)联合举

办，轮流做东。为了更好促进泉属会馆之间的交流、互通

资讯与联办活动，永春会馆郑建成会长于2015年发起举办

泉属会馆领导聚餐会。早期的规模是每间会馆2位代表(会

长与总务)逐渐扩大至每间会馆6位代表，直至今日的每间

会馆11位代表。

2017年2月26日，泉属会馆领导第9次聚餐会于安溪会

馆举行，本会委派6位代表出席。

亲厚乡谊·共谋发展

新加坡泉属会馆定期举办聚餐会

安溪会馆华乐演奏

2017年6月3日，泉属会馆领导第10次聚餐会在南安会

馆举行，本会委派11位代表出席。南安会馆安排大家参观

凤山寺以及交流座谈，也邀请厦门航空驻新加坡代表向大

家介绍厦航。泉属会馆组织乡亲回乡旅游探亲，可以乘搭

厦航，厦航将提供最优惠的价格。

南安会馆安排大家参观凤山寺

2017年9月9日，泉属会馆领导第11次聚餐会在永春

会馆举行，本会受邀委派16位代表出席。永春会馆邀请了

李智陞部长、中华总商会前会长蔡其生、中国驻新加坡大

使馆代表出席。

李智陞部长(左三)与大家亲切握手交谈

2017年12月17日，泉属会馆领导第12次聚餐会于惠安

公会举行，本会委派11位代表出席。惠安公会以榴莲与惠安

美食招待大家。当天，成立了新加坡泉属会馆总青年团，由

南安会馆青年团团长担任首任总团长，5间泉属会馆青年团

团长轮流担任总团长，任期1年。

泉属5间会馆青年团团长合影



香港晋江社团总会主席洪顶超(左三)捐款给会馆，晋江市长张文贤(右
一)见证。

2017年度，本会共组团出席了10次海外庆典活动。

6月16日至19日，青年团团长孙清华率团出席了世界

晋江青年联谊会在贵州召开第四届第二次理事大会暨联谊

考察活动。

8月4日至6日，副会长李春逢率团14人出席了马六甲

晋江会馆庆祝成立95周年庆典暨马新晋江理事卡拉OK联

谊歌唱比赛。

8月12日至15日，常务委员王为森与互助部副主任翁健

初伉俪一行3人出席了香港晋江社团总会庆祝成立32周年暨

第17届董事就职典礼。

本会理事积极参与卡拉OK歌唱比赛

9月22日至26日，会务顾问庄镇祥、永久名誉会长柯鸿

景、执行秘书李晓民与青年团团员李隆祥不远万里出席了于

温哥华举行的世晋总第11届董事会就职典礼暨会员大会。

8月17日至20日，常务委员王为森率领本会青年团一行

19人出席了在马尼拉举行的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

成立庆典暨首届理监事就职典礼。

本会庆贺团与王荣忠会长(左九)合影于庆典现场

9月29日，永久荣誉会长谢安桐与会务顾问谢秀兴为领

队、总务蔡少铭为团长一行31人出席了 株吧辖晋江会馆庆

祝成立96周年庆典晚宴。

交接会旗，黄共流会长(右)交接会旗给新任会长施文诞(左)

峇株吧辖晋江会馆庆典

世界各地晋江乡亲祝福家乡晋江成功申办世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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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谊传扬
组团出访 文图／李晓民



本会庆贺团与澳门乡亲合影

从2017年开始，本会定

期举办聚餐会，每三个月举

办一次。得到21位乡贤联

合赞助全年聚餐费用。举办

定期聚餐会，是为了让乡亲

们了解会馆已举办以及即将

举办的活动，促进乡亲们的

交流，增进感情。出席者包

括名誉顾问、会务顾问、永

久 荣 誉 会 长 、 永 久 名 誉 会

长、名誉会长、名誉委员、

执委、部委、青年团、妇女

组。

定期聚餐·加强交流
本会定期举办聚餐会

10月14日至16日，交际股主任赖国标率团一行8人出

席了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庆祝成立24周年暨第13届理事会

就职典礼。

12月6日至8日，会务顾问萧孙喜与蔡克网为领队、永

久名誉会长柯鸿景为团长一行12人出席了晋江市海外联谊

会第四届理事大会暨就职典礼以及晋江侨联第12届委员会

就职典礼暨侨代会。

12月8日至11日，副会长朱仲涵为领队、永久名誉会

长柯鸿景率领青年团一行29人出席了于上海举行的世界晋

江青年联谊会庆祝成立10周年庆典活动。

会议场景

夜游黄埔江

第二次聚餐会日期是2017年5月
20日。会长卜清鍾向大家报告会馆
已举办以及即将举办的活动

第一次聚餐会日期是2017年2月25日。干杯“饮胜”

第三次聚餐会日期是2017年8月26日。会馆领导合影
第四次聚餐会日期，原订2017年12月份，展延至2018年1月20日

世界各地晋江乡亲祝福家乡晋江成功申办世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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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扬乡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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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12月4日至6日，会务顾问萧孙喜为领队、永久名誉会

长柯鸿景为团长一行12人出席了澳门晋江同乡会庆祝成立

30周年暨第12届理监事就职典礼以及澳晋青庆祝成立10周

年暨第5届理监事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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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礼夫
本会永久名誉会长洪礼夫乡贤，1924年出生于晋江青阳市乌梅

厝。由于家乡谋生不易，23岁时挥别双亲和妻小，南来星洲谋生，

住进直落亚逸街的“华义轩”估俚间，和其他30多名同乡挤在一个

大厅里，租金每月一元。年轻力壮的洪老，跟着同一间估俚间的乡

亲扛树胶和米包，工作虽然辛苦，每月却可赚到一百多元。那个年

代，一名财副(文员)月薪也不过是五十元吧了！

他辛苦工作了六、七年，生活好转与安定后， 50年代初把妻小申

请来新团聚。他克勤克俭，累积资本后，承包“南方树胶私人有限公

司”的装配工程。由于勤奋用心，信誉日著，业务蒸蒸日上。70年代

中，新加坡经济快速成长，洪老于1977年在芽茏三巷创立“联业建材

公司”，后易名为“联业木材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建筑材料生意。

洪老在五十年代末期加入晋江会馆，1963年至1983年蝉联担任十届交际股主任，历时20年之久。

洪老人缘广，又不计较时间得失，接待外宾都予人以宾至如归的感觉，深得乡亲们的赞赏！

1999年，他当年住的估俚间“华义轩”，因大多数会员年事已高，大家协议将产业变卖，所得

的18万余元，扣除了费用后，捐出12万元给晋江会馆成立“华义轩基金”，他与乡亲洪礼春亲自到

会馆，将支票交至时任会长萧孙喜手中。

洪礼夫乡贤于2017年9月4日逝世，享寿93岁。在世时，洪老出钱出力，对会馆贡献殊大。他逝

世后，长子洪天进哀伤不忘公益，乃以父亲名义再捐献新币一万元予会馆“华义轩基金”。

典型安仰  风范永留
2017年，本会失去了两位可敬可亲的老前辈，永久名誉会长洪礼夫与陈延反。他们关心会务，会馆举办的活动，尤其

是每年的会员大会，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俩更关心会馆的教育与福利事业，慷慨捐献，惠泽乡亲。二老服务会馆超过

半世纪，为会馆所做出的贡献与无私奉献的精神，永留我们心间。

陈延反
本会永久名誉会长陈延反太平局绅JP, BBM(L)，于2017年10月11日逝世，享寿94岁。

会馆从此失去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

陈延反乡贤十六岁从晋江南来新加坡。1946年，他在莱佛士坊设立来福冷饮室冰水

摊，1961年扩展为“太子楼”，是第一家由福建人开创的酒楼，也是我国当时名噪一时的

第一流酒楼。1971年迁址再扩大营业, 仅十五年时间即拥有太子楼、太平大酒楼、来福楼、

万福楼等四家大酒楼；及金炉园海鲜暖炉、三间西餐馆、咖啡店等十家酒楼餐室，一跃而

成为新加坡最庞大的饮食机构，他的非凡表现，莫不令我们晋江人引以为豪。

1959-60年他出任会馆交际股主任，后又担任财政等要职，多年来，对晋江会馆及乡亲

们的关怀始终如一。1995年底他结束太子楼业务后，退而不休，除了继续担任中 鲁区公

民咨委会名誉主席、金声联络所主席外，还加上一份为新人祝福的证婚工作。

陈老关心社会、惦念着会馆乡亲，尤其对年轻一代有着殷切的期待。他生前常引用晋

江故乡的一句谚语，用闽南话说：“未识未惊，半识半惊，全识全惊”， 告诫年轻人做事

要有诚信，不要急功好利。

1972年他受颁“公共服务星章”、1984年加颁“勋条”、1994年受委为“太平局绅”，表扬他多年

来为国家社会所做的卓越贡献。

陈延反

洪礼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