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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想要读书，都可以来报名上课。

步入21世纪，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会馆成立青年团，积

极吸引年轻人及新移民加入，参与会馆的会务。今年的“三代

同堂种族和谐庆中秋”晚会，会馆青年团的团员们积极参与，

在会场上热心帮忙，他们其中有许多是新移民。

作为一个有92年历史的老会馆，会馆将与时俱进，开放门

户，走入社区，和基层组织密切合作，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同

心协力为创造新加坡多元种族文化的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会

馆的会务工作永远不会停止，它不是终点，而是一段又一段的

历程。会馆的执委与部委们，将秉承晋江人诚信团结拼搏谦恭

的精神，群策群力，为会馆，也为新加坡国家社会的和谐发展

继续贡献力量。

2010年4月18日，晋江会馆举行第32届执委会暨部

委会就职典礼。新任会长庄镇祥在就职典礼致

词时说道：“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改变，年轻一代对会馆

的活动兴趣不大。人口老化不但是新加坡政府面临的问题，也

是目前新加坡宗乡会馆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会的前辈们很早就

开始积极配合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鼓励新移民加入会馆，

成立青年团。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本届的执委中，有九位执委

是新移民，占执委会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平均年龄32岁。希望

年轻的新执委能为会馆注入新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高素质高质量的新移民加入新

加坡社会。政府重视新移民对于新加坡文化的接纳与融入，尤

其是新移民们的下一代和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之间，应

如何相互了解，互相学习。会馆作为一个宗乡社团，是一个良

好的平台，在帮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群体，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

年轻人交流与接触方面，可扮演重要角色。李显龙总理在今年

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说中提到新移民的问题。他说，我们也是移

民的后代，早年我们的祖先南来新加坡，最终选择在这里安家

立业。在上世纪20年代，宗乡会馆的使命就是帮助安顿南来的

乡亲。经过大约一个世纪，宗乡会馆又再度负起这个任务。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文化的社会。种族间，甚至华族不同

籍贯间，也有着不同的文化。会馆在二次大战后，为了解决战

后儿童严重失学的问题，开办晋江学校。当时会馆的前辈先贤

们，已经打破门户观念，不管是不是晋江人的孩子，只要有志

新任会长庄镇祥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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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会馆第32届(2010-2011)执行委员会

名誉顾问	 ：	 蔡崇语　蔡锦淞BBM　蔡天宝JP,BBM

永久荣誉会长	：	 朱金卜　谢安桐

会务顾问	 ：	 蔡成宗　许书朕　林光景PBM　谢秀兴　		 	

	 	 邱传庆　陈明德　张锦川　萧孙喜　蔡克网PBM

法律顾问	 ：	 林清如　施　达　余建成

医药顾问	 ：	 曾仲铭医生

会长	 ：	 庄镇祥	 副会长	 ：	 施涌海　柯鸿景

常务委员	 ：	 陈英烈　周添成　施钊火　施天从　李春逢

总务	 ：	 许国和	 副总务	 ：	 黄天赐　黄群一

财政	 ：	 张国新	 副财政	 ：	 蔡少铭　黄庆隆

教育	 ：	 彭丽儿	 副教育	 ：	 许清池　施海霞

福利	 ：	 李国荣	 副福利	 ：	 林忠发　孙清华

交际	 ：	 许清安	 副交际	 ：	 施清彬　施心强

中文书	 ：	 邱丽珠	 副中文书	 ：	 张　露　蒋德生

英文书	 ：	 郭丽凤	 副英文书	 ：	 施钊华　庄玮妮

康乐	 ：	 谢亚珉	 副康乐	 ：	 陈本忠　赖建汀

执行委员	 ：	 周金本　卜清锺

查账	 ：	 陈香芬	 副查账	 ：	 施钊建

互助部主任	 ：	 李国荣	 副主任	 ：	 颜振忠　张育民

青年团团长	 ：	 柯鸿景	 副团长	 ：	 陈本忠　陈俊伟	 	

	 	 	 	 	 周　方　庄玮妮

妇女组主任	 ：	 郭丽凤	 副主任	 ：	 彭丽儿　张　露

晋雅阁阁长	 ：	 谢亚珉	 副阁长	 ：	 黄天赐　陈本忠

新加坡晋江会馆互助部

第32届(2010-2011)部务委员会

名誉部务顾问	：	 蔡锦淞BBM　蔡成宗　许书朕　林光景PBM	 	

	 	 张锦川　萧孙喜　邱传庆　李友福　谢秀兴

	 	 陈明德　蔡克网PBM

部务顾问	 ：	 许国和　李春逢　陈英烈　谢福盛　赖国标

	 	 颜振忠　庄镇祥

部务委员会

主任	 ：	 李国荣	 副主任	 ：	 颜振忠　张育民

总务	 ：	 杜文魁	 副总务	 ：	 许清安

财政	 ：	 陈香芬	 副财政	 ：	 张文进

调查	 ：	 郑标鹤	 副调查	 ：	 谢友明

部务委员	 ：	 吴祖蓄　陈礼伦　杨火成　黄山河　黄利奇

评议委员会

评议主任	 ：	 颜意棠	 副主任	 ：	 翁健初

查账	 ：	 黄天赐	 副查账	 ：	 施涌海

考核	 ：	 陈再成

评议员	 ：	 李能安

新加坡国防部政务部长顾蔡矶副教授(前排右八)同第32届执委、部委及青年团理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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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活动 晋闻

8月7日，福建会馆首任会长黄祖耀(左)将
会印移交给第二任会长蔡天宝(右)黄根成
副总理见证(中)

热烈祝贺
本会名誉顾问兼永久名誉会长

蔡天宝JP,BBM乡贤

荣任

新加坡宗乡总会第二任主席

新加坡福建会馆第40届会长

再次荣膺

我国总统委任太平绅士JP志庆

实至名归
我会之光

恭祝我会名誉顾问兼永久名誉会长蔡天宝乡贤荣任新加坡宗乡会

馆联合总会及新加坡福建会馆新会长。蔡天宝乡贤是接替黄祖

耀先生(81岁的银行家)，当选为新加坡华社这两个社团的领导。蔡天

宝乡贤是中华总商会前任会长，目前他也是仁慈医院管理委员会主席

和通商中国主席。

蔡天宝乡贤强调说：“社团应该与时并进，寻求突破。虽然担任

会馆领导人是属于义务性质，但理事们必须不断自我鞭策，也得为更

换新血做好准备。”黄祖耀先生担任了38年福建会馆会长，25年宗乡

总会主席，为会馆及总会奠定了稳健的基石。但为了会馆及总会的未

来，黄祖耀先生毅然修改章程，限制任职期限，以豁达宽厚的胸襟，

递出接力棒，让会馆及总会得以自我更新，薪火相传。前辈们为华社

及国家社会无私的付出与奉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种族和谐非常重要。因此，天宝乡贤希

望宗乡会馆能够和总会更紧密凝聚在一起，通过群策群力，为华社和社

会的发展作出贡献。他说：华族宗乡会馆有很大的潜力，在文化、教育

与族群和谐等方面，能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们在此祝愿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及福建会馆在蔡天宝乡贤

的领导下，继往开来，更上一层楼，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社会和谐

与国家凝聚力不断努力。

会馆在新时代的新任务

蔡天宝乡贤荣任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
   及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

10月30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
席蔡天宝(右一站立者)率领理事和执委感
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志贤(左)见证该会
第13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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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三代同堂庆中秋”是会馆常年重大的节庆。

从1986年举办至今，已有25年的历史。今年会馆庆

中秋大型晚会，于9月18日(星期六)晚在牛车水芳林

公园举行。大会主宾是贸工部兼新闻、通讯及艺术部

高级政务次长陈振泉先生。晚会以“种族和谐、三代同

堂、敬老扶幼庆中秋”为主题。今年的中秋晚会，会馆与

丹戎巴葛基层组织合作，步入社区，广邀丹戎巴葛区华族、马

来族、印度族同胞以及新移民参与庆典，以促进友族同胞间的

相互了解，为新加坡的种族和谐尽一份心意。

当晚节目丰富多彩。会场中有锣鼓喧天的舞龙舞狮表演；

主台上有由崇福学校学生及崇福学校校友会，丹戎巴葛民众俱

乐部印度活动组舞蹈团呈献的多元种族文娱表演及幸运抽奖。

晋江会馆弟子规班小朋友们的《弟子规》朗诵表演，更赢得台

下观众热烈的掌声。

此外，会场中还有小朋友最喜爱的儿童游戏摊位，以及猜

灯谜、月饼制作、灯笼制作等华族传统文化摊位。协办单位丹

戎巴葛基层组织的妇女执委会及乐龄俱乐部委员除了协助主持

月饼及灯笼制作摊位外，其印度与马来活动小组委员也特别设

置了印度手绘、马来礼花及沙爹饭团制作等摊位，让所有与会

会员及各族来宾都能认识彼此的民俗文化传统，宾主同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秋晚会除了邀请新移民参加，

还特别安排会馆青年团的新移民及青年团属下福建留学生联

盟的学生，与会馆老中青三代会员们一起参与中秋晚会的筹

备与当晚的各项工作。他们在18日当天从下午四时开始就一

三代同堂、种族和谐、敬老扶幼

                                庆中秋晚会
大会主宾：陈振泉
高级政务次长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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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业

直在会场帮忙，管理游戏摊位和舞台布景，忙得满头大汗，

却乐在其中。

主宾陈振泉高级政务次长在致词时，称赞晋江会馆是促

进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的好例子。他也表示欢迎更多年轻

一代的新移民加入会馆，为促进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交流融

洽作出贡献。

会长庄镇祥认为：“各族人民友好关系的建立需要每方都

跨出第一步；我们不能改变世界，只能改变我们自己。”

当晚出席的嘉宾包括宗乡总会主席蔡天宝先生及秘书长林

方华先生、泉属会馆会长及社团代表、丹戎巴葛基层组织领

袖、晋江会馆名誉顾问、会务顾问及永久名誉会长等。

晚上10点，中秋晚会在观众依依不舍中走向尾声，而绕

芳林公园四周的游戏摊位里依旧人声鼎沸。华族、马来族、

印度族的孩子及家长们玩在一起，每一张脸上都绽放着节日

的喜悦笑容。

我们希望中秋佳节“三代同堂、种族和谐、敬老扶

幼”，这些美好的愿望，优良的传统能一年一年，一代一代

的传承下去。

主宾：陈振泉高级
政务次长同顾问及
执委在游戏摊前绽
放喜悦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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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会务活动

会馆妇女组和青年团联办端午节庆祝活动

双亲节老幼喜洋洋

为了庆祝中华民族的传统

节日——端午节，2010

年6月13日，会馆妇女组及青年

团在四楼晋雅阁举办一年一度端

午节庆祝活动。会馆的顾问，执

委，部委，青年团团员，妇女组

组员近70人参加了活动。

节目开始时，主持人首先向

大家介绍端午节的由来及人们庆

祝端午节的形式，让参与者对中

华传统节日-端午节有更深刻的

认识，活动过程中，会员们还进

行了一些有关端午节的粽子制作

游戏及小朋友的互动节目。

会员们在参与活动的同时，

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认识，活动

在最后的现金大抽奖后结束。

5月22日，晋雅阁

喜气洋洋，欢庆

双亲节，三代同堂老

幼同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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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妇女组和青年团联办端午节庆祝活动 2010年12月11日，晋江会馆妇女组与青年团在四楼晋雅阁

举办冬至/圣诞/生日会庆祝活动。当晚，会馆多位顾

问、会长及执委部委们，妇女组组员，青年团团员及家属近百人参加

了活动。妇女组主任郭丽凤首先对出席者表示欢迎并对会馆以及大家

的支持表示感谢。

活动中，大家一起品尝自搓的美味汤圆。大人、小孩及家属们一起

参加有趣的冬至节游戏，现场充满着欢声笑语。大家也在主持人的冬至

节介绍中详细了解了冬至节的由来及传统习俗。

同时，大家互相交换礼物，互道平安，庆祝圣诞佳节的来临。最

后，大家为12月份生日的朋友们举行生日庆祝会，并献上了美好祝福，

活动在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中结束。

会馆教育股举办

    《呼吸与健康》讲座

会馆妇女组举办

2010冬至/圣诞/生日会庆祝活动

2010年12月11日（星期六）下午在会馆四楼礼堂，教育股

与妇女组联合举办《呼吸与健康》讲座，由丁明正校

长主讲。三点不到，礼堂已坐满了来听讲的会员与公众人士。

“呼吸法”是养生的重要法门。正确的呼吸方法能使人更健康，

保持青春活力，同时增加抗病抗癌的能力。但何谓正确的呼吸法？应

如何练习？丁校长除了介绍此养生的重要法门外，还现场示范，在场

的听众都兴致勃勃，踊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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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寻根，携手明天。”今年六月，在会长庄镇祥

的带领下，会馆多位理事及其家属与福建留学生

联盟的十多位留学生们一起回到家乡晋江,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

交流。期间，在晋江市委统战部的安排下，访问团陆续参观

了多个文化古迹、展览馆、博物馆，并与泉州华侨大学的师

生们展开了友好的联谊。相信此次一系列的故乡游不仅给大

家带来了欢乐，而更多的是感动，及更深刻的认识到故乡对

于自己的意义。

此次访问除了为晋江籍的会馆理事和年轻会员提供“返乡

寻根”的机会，也是为了促进新加坡与中国年轻一代的交流学

习，为以后能一起“携手明天”奠定基础。在此，祝贺由会馆

出资主办、晋江市委统战部协办的“新加坡晋江会馆2010年留

学教育展”取得圆满成功，并感谢青年团及属下福建留学生联

盟的倾情帮助。

新加坡晋江会馆2010年留学教育展

世晋青联谊会一届二次理事大会上海举行

2010年7月4日，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以下简称

世晋青)一届二次理事大会在上海举行，共有

200多位来自海内外晋江籍青年代表人士齐聚上海，共叙乡

情，同谋发展。新加坡晋江会馆共有十多位代表参加。

在大会上，有来自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

国等国及香港、澳门、台湾、北京等地的世晋青各联络组代表

介绍所在国联谊的情况，彼此互相交流和了解。

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会长洪游奕表示，今后将继续开

展“情源晋江”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届时会筛选20名品学

兼优的晋江在校中学生走出国门与马来西亚槟城青少年开展

第三届“情源晋江”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同时，将广泛邀

请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等国家的晋江籍青少年回乡开展

夏令营、冬令营活动。

新加坡晋江青年团团长柯鸿景也在会上发言，介绍了新加

坡晋江会馆青年团的发展以及近年来主要开展的活动，并表示

今后将持续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增进与世界其他国家晋江

同乡会，特别是晋江同乡会青年团的交流，为海外晋江籍青少

年的团结和友谊，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为中新友谊作出自己的

贡献。最后，柯鸿景代表新加坡晋江会馆青年团诚邀各国青年

团到访新加坡。

3日上午，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还举行了主题为“同仰晋

江精神共策发展愿景”的世界晋江青年发展论坛活动。

4日晚，世晋青联谊会还举行了联欢晚宴，多才多艺的世

界各国各地区晋江青年登台献艺，为时近3个小时的晚会洋溢

着年轻人的热情和乡情的温馨；晋江籍港星洪欣也应邀前来参

加联欢，并与世晋青理事成员们一起共唱《爱拼才会赢》。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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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会馆做为本次活动的主要参与会馆，其属下的青年团

全程参与了本次活动的筹划和举办。晋江会馆青年团的“LIVE 

BAND”乐队在现场奉上了精彩的歌曲弹奏和为最后的大合唱

做弹奏配乐。

所有会馆青年团成员以及受邀嘉宾现场制作许愿树，将对

国家的美好祝福写在卡片，挂在许愿树上。担任联欢会主宾的

三巴旺集选区国会议员林伟杰医生全程参与活动，并认为联欢

会很有意义，对加强年轻人参与会馆，参与社会公益具有积极

鼓励的作用。宗乡总会秘书长林方华在致词时充分肯定了各会

馆青年团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

为推进总会和会馆的青年活动，加强会馆年轻人之间的

互动、交流、合作及友谊，新加坡宗乡总会常委会属

下青年事务组，连同八家会馆青年团，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策

划，于8月22日（星期日）在牛车水珍珠坊广场大厅举办首

届“宗乡会馆青年联欢会”，同时庆祝新加坡建国45周年，

联欢会获得晋江会馆、南洋黄氏总会、吕氏公会、永定会馆、

永春会馆、李氏总会、嘉应五属会馆以及南安会馆青年团的积

极响应和高度配合。

当天，每个团体都呈现了精彩的文娱表演，为联欢会增

添节日的喜庆。

8月1号清晨下着大雨，青年团一行人(玮妮，家仪，清华，

加权，本忠，还有多位留学生)一早就已经聚集在仁慈医院

了，大家的热情似乎一点也没被大雨浇灭，反而更加高亢，因

为大家知道仁慈医院此次素食会可以帮助几百位病痛及孤独的

老人。想想那些躺在病床上艰苦地跟病魔做斗争的孤独老人；

看到会馆名誉顾问蔡天宝为仁慈操劳而日益增多的满头银发；

还有会长庄镇祥带头为仁慈所筹集的8千多元善款,我们大家的

付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这次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帮来宾引路及带领行动不便的老

人，看到比我们年龄还小的小女生竟然有八年的义工经验, 耐

心和老练的程度无不让我 们深深的折服。

看到前辈的善行功德和后生的爱心，我们不禁暗暗地勉

励自己——一定要坚持用我们的双手、热情与爱心去温暖每个

需要关心的人！下次的义工我们还会去！

仁慈医院义卖会纪实

顾问	 ：	何伟山、卜清锺

团长	 ： (正) 柯鸿景 (副) 陈本忠、陈俊伟、周　方、庄玮妮

秘书组	 ： (正) 王益祥 (副) 李越治、蔡奕昌

财政组	 ： (正) 张   露 (副) 施钊建、姚加权

社会服务组	 ： (正) 孙清华 (副) 黄家仪、黄育龙

文娱组	 ： (正) 肖   峰 (副) 蔡丽珊、刘盈盈

商务组	 ： (正) 黄群一 (副) 黄祖信、许清池

联络组	 ： (正) 蒋德生 (副) 施钊华、吴炜炜

资讯科技组	 ：	 (正) 赖建汀 (副) 蔡俊鸿、黄宗达

新加坡晋江会馆
青年团第二届
(2010~2011)

理事会

晋江会馆青年团参与宗乡总会
                     联办首届宗乡会馆青年联欢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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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5月28日

2010年
6月26日 晋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元巍6人团

6月25日，晋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元巍先生率领6人

访问团到访，本会假茗香菜馆，设宴二席，顾问及执委

参与接待。(宴席费，由永久荣誉会长谢安桐及会务顾问林光

景赞助。)6月26日，访问团在会务顾问林光景、副会长施涌

海、总务许国和、财政张国新、副财政蔡少铭、福利股主任

李国荣的陪同下(会长出国)，参观了市区建设，并到本会座谈

交流，双方互赠纪念品。

外宾到访

10

泉州市政府秘书长郑显章10人团

5月28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郑显章先生率

领10人访问团到访，本会假茗香菜馆，设宴接

待，席开五桌，同时也邀请泉属会馆会长及社团代表

参加欢迎宴。访问团在会长庄镇祥、副会长施涌海、

总务许国和、福利股兼互助部主任李国荣、名誉会长

蔡振祥的陪同下，拜访了泉属会馆(南安、惠安、永

春、安溪)及怡和轩俱乐部。最后访问团到本会会议

厅进行座谈交流，双方互赠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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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7月4日

2010年
9月20日

晋步

晋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元巍6人团

2010年
11月15日

11

晋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洪学谋5人团

7月5日，泉州鲤城区区委副书记周龙隆先

生率领4人访问团到访本馆，进行座谈

交流，双方互赠纪念品。随后本会假茗香菜

馆，设宴二席，会长、顾问、执委及部委参

与接待。7月6日上午，会长庄镇祥、总务许

国和及福利股副主任林忠发陪同访问团拜访

泉籍侨亲梁世海、吴家熊(刚逝世)。

9月19日至22日，晋江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洪学谋先生率领5人访问

团到访本会，进行座谈交流，双方互赠

纪念品。随后在会馆礼堂，设宴四席，

顾问团、执委及部委参与接待。访问团

在会长及执委的陪同下，拜访了晋籍侨

亲(本会名誉顾问蔡天宝乡贤及蔡锦淞

乡贤)，并参观了市区建设。

泉州老年大学

南音社12人团

2010年
11月24日 泉州汽车工程机械配件行业协会14人团

泉州鲤城区区委书记周龙隆4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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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8月7日~8月9日

8月7日至9日(三天行程)，会长庄镇祥率领26人庆贺团(会务顾问许书朕为领队)出

席马六甲晋江会馆86周年庆典暨新会所落成开幕典礼及新届理事会/青年团/妇女组就

职典礼。双方互赠纪念品。会长庄镇祥及会务顾问许书朕在庆典晚宴上，当场每人各

捐款2000令吉(每人新币$858)给“沈慕羽书法文物馆”筹建基金。

2010年
9月30日

出席峇株吧辖晋江会馆89周年庆典
9月30日(一天行程)，会长庄镇祥率领20人庆贺团出席峇株吧辖晋江会馆89周年/青年

团30周年/妇女组15周年庆典。本会在庆典晚宴上赠送纪念品。

马六甲晋江会馆86周年庆典

组团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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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步

2010年
11月19日~11月22日

2月27日至3月1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在泉州主办“首届世界泉州同乡恳亲大会、世界泉商大会、世界泉州青年联谊会成立大

会、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开幕式暨中华情大型文艺晚会、第九届国际南音大会唱”等一系列活动，本会12位乡贤(蔡锦淞、

蔡天宝、谢安桐、蔡成宗、许书朕、林光景、陈明德、萧孙喜、林清如、蔡克网、庄镇祥、柯鸿景)受邀出席盛会。2月28日元

宵晚上，晋江市人民政府(市委书记杨益民及市长尤猛军)设宴接待本会12位乡贤。

出席者：会长庄镇祥、副会长柯鸿景、永久荣誉会长谢安桐、会务顾问林光景及夫人、会务顾问邱传庆(共6人)

会上选出下一任世晋总会长由印尼晋江同乡会接棒。有鉴于新加坡与印尼是近邻，2008年印尼组织多人庆贺团前来出席本

会90周年庆典，故届时印尼举行周年庆典暨世晋总就职典礼，本会将组织多人庆贺团前往。具体庆典日期，印尼晋江同乡会稍

后将会通知本会。

首届世界泉州同乡恳亲大会

世界晋江同乡总会在上海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暨上海世博游

菲律宾晋江东山同乡会12周年

庆典暨第七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2010年
2月27日~3月1日

2010年
10月13日~10月16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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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儒家经典及中华优良的传统文化，“弟子规学习

班”的学生于2010年9月18日在晋江会馆“三代同堂庆中秋”

的晚会上，及于10月3日在天福宫祭孔典礼上，受邀诵读《弟

子规》。他们在台上有板有眼的朗诵，赢得了台下观众无数掌

声。但是，学习《弟子规》重在学习其精神，不在形式上的背

诵。因此，背诵《弟子规》只是教学手段，不是目的。

晋江学校的“弟子规亲子班”于2010年7月开班。第一期

的课程已经结束。第二期的课程将于2011年农历新年后开课。

我们也将于每星期天下午开办新班。课程由会馆教育股主任彭

丽儿及彭玲儿老师亲自指导。

报名询问电话：6223 5913或6458 0310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 ... ...”这朗朗的读书

声，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会在晋江会馆四楼礼堂响起。30

名晋江学校“弟子规亲子班”的小朋友们，于星期天的上午起

个大早到晋江会馆，与爸爸妈妈一起捧起古圣先贤的经典，学

习《弟子规》。

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位伟大教育家。他深信道德原理、品德

与纪律是学童的教育基础，从小就应该落实在日常的生活中。

从中国杭州来新加坡的简妈妈，给小五的儿子昊佳报读弟子规

学习班。她的朋友感到非常惊讶，他们觉得昊佳的华文非常

好，为什么还要读《弟子规》呢？简妈妈知道学习《弟子规》

，不只是在学习华文，而是在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

会馆执委蒋德生带了九岁的女儿思敏和四岁的儿子思捷一

起来学习。他欣慰地说，思敏最近比较能主动学习，不需要妈

妈每天催促她做功课，今年小三全班考到第三名。

学习《弟子规》，可使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轻松吸取

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开阔眼界，陶冶性情。学生在中华经典

文化的浸濡中，除了能提高华文水平外，更重要的是增强对母

族文化的认同。

弟子规亲子学习班

14

       颁发2011年度
                大专及中小学助学金
           及敬老贺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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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闻

15

2010年新年伊始，于1月9日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本会举行一

年一度的大专及中小学助学金及敬老贺岁金的颁发仪式。时

值临近农历新年，本会礼堂洋溢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当中，红色的大灯笼

以及门上的红彩春联，提醒人们农历新年的脚步已悄悄到来，浓浓的春节气

息，令人倍感温馨。 

本会名誉顾问兼永久名誉会长蔡天宝夫人黄莲香女士再次应邀担任颁发

仪式的主宾。当天出席活动的乡亲有60多人。教育股主任彭丽儿在致词中

表示，会馆的这项传统活动正是华族敬老爱幼，优良传统美德的完美体现。

她还表示，今年申请助学金者比往年增加，多了7名，有好几名已连续7年

获得会馆的助学金，这体现了会馆对教育的重视。希望同学们饮水思源，勤

奋学习。

教育股属下晋江学校一群活泼可爱的学生(部份获得会馆的助学金)，在

颁发仪式上，朗诵了《弟子规》，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获得会馆大专/学院组助学金的同学们，纷纷表示今后将积极 参加青年团

及会馆的活动，融入快乐的“晋江大家庭”中。

本会名誉顾问兼永久名誉会长蔡天宝夫人黄莲香女士主持

       颁发2011年度
                大专及中小学助学金
           及敬老贺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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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7日下午，本会应邀与Jalan Besar Boon Keng Ville RC 

committee进行卡拉OK交流，以歌会友。大家在欢乐美妙的歌声中度过一个愉

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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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各界

吉祥又丰收
兔年行好运

新加坡晋江会馆
会长庄镇祥暨全体同仁

敬贺

晋雅阁
卡拉OK于每个星期四及星期六(7pm-

11pm)开放，欢迎顾问，执委，部委，妇女

组组员，青年团团员，会员们踊跃出席。

晋雅阁最近增添了一台电脑自动点歌系

统，内存大约四万首新旧歌曲(包括一些外

语歌曲)。

以下负责人的联络号码供询问：

阁长：谢亚珉 96511130

副阁长：黄天赐 97350857

        陈本忠 91787475

晋雅阁：DJ 小玲 62237001     

             (星期四及星期六晚上7pm过后)

预告

2011年2月13日

会员大会

暨新春团拜

卡拉OK交流活动：

2010年8月15日，应厦门公会

的邀请，由晋雅阁阁长谢亚珉，会

员苏超俊，会员杜金丝共3位，代表

本会出席厦门公会与乌鲁班丹联络

所联办的“第三届福建歌曲卡拉OK

比赛”，本会会员苏超俊获得男歌

手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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