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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14日星期日，万里晴空，风和日丽，正是郊游最佳
时候。
这一天，我会参与了“关怀乐龄2019”的社区活动，

带领低收入的一群年长者到滨海堤坝（Marina Barrage）
作半日游，飞放风筝，并享用丰盛的午餐，度过欢乐温馨
的一天。

“关怀乐龄2019”活动是由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华
社自助理事会联合主办，以为低收入群体的年长者带来
欢乐时光，它也希望借此鼓励华社回馈社会，以及传达敬
老尊贤的价值观。

我会是在2月接获主办单位的邀请信函，在董事会的
双月会议上一致通过参与后，立即指派康乐组全权负责，
并由钰柃与伟明两位副主任协调。经过一个多月时间，与
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秘书处蔡晶晶的紧密合作，再加上康

乐组主任志鸿归国及总务敏华宗长的协助下，终于成立一
个义工团队参与。

为了扩大会员团体的参与感，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希望
社团在滨海堤坝的活动结束后，分头为参与的年长者提
供午餐，午餐形式、用餐场所及余兴节目则各自决定。为
此，健龄PBM会长特地在千禧楼预订美味清淡的午餐宴
席。

4月14日上午，滨海堤坝异常热闹，共计620名年长者
参加了这个嘉年华，只见色彩鲜艳、造型不同的大小风
筝，在蔚蓝的天空下翱翔，为新加坡河口的金沙酒店这道
美丽风景线添加不少色彩。

另外，周边还有玩游戏（充气飞镖及篮球）、品尝龙
须糖及娘惹小金杯、享受按摩服务、拍照留念等等，细语
伴着笑声此起彼落，有吃有玩，让大家乐开了怀。

带给年长者欢乐

我会参与“关怀乐龄”社区活动

徐芳达高级政务部长（正中穿红衣者）与乐龄人士及义工们在草场上放风筝时，一起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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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35分，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
到场，并且颁发感谢状和纪念品给予合作伙伴、赞助商及
参与此次活动的社团。

徐芳达接着也与年长者同乐，来个三首歌曲大合唱：
《甜蜜蜜》《Take Me Home》与《Country Roads》，把滨海
堤坝的半日游活动推向最高潮。

过后，不同的社团义工与乐龄人士分批出发，到各自
安排的午餐地点用膳。我会一共带领80名年长者赴宴。

为了照顾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需求，我会安排了马来
套餐及素食，以迎合各人的口味。康乐组副主任伟明宗长
也特地安排舞蹈团助兴。

午宴上，我会董事巧遇名誉顾问锦淞BBM宗长，大家
在席上借机会热情共叙宗谊一番，董事们也与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主任白毅柏在台上一起大展歌

喉，司仪志鸿宗长更是带动了全场的气氛，让台上与台下
融为一体。

快乐时光飞逝，活动到下午2时30分圆满结束，此次
的交流活动让年长者度过愉快的一天，我会在此感谢义工
团队的无私奉献与努力，并期待明年再聚。

据了解，今年参与这项活动的有九家会馆，除了我会，
另有南安会馆、晋江会馆、海南会馆、李氏总会、惠安公
会、安海公会、仁和联谊社及潮州八邑会馆，参与的义工
计有200人。

而受惠的年长者包括平安乐龄服务群区、狮子乐龄之
友协会、职总保健乐龄活动中心、永恩关怀中心、太平老
年活动中心与红山德教老人活动中心六个组织。

秘书处随笔

我会副外事主任成展宗长（右二）接待年长者一起午餐。

在午宴上，我会名誉顾问锦淞BBM（前排左起）、会长健龄PBM及宗乡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主任白毅柏与义工团合照。

副康乐主任伟明宗长亲自上台与舞蹈团一起表演以娱来宾，他落力的演出，
引得司仪志鸿宗长一样在台下手舞足蹈。

在司仪志鸿宗长（右二）的带动下，台上与台下融为一体。

徐芳达（中穿红衣者）与各社团代表及台下年长者一起大合唱。他的右手边是我会总务敏华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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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面对面

骑电单车是我小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了上中学时，已学
会在岛上驾车。”

炳逢也回忆说，乌敏岛上住家附近，不时会遇到猴
子、山猪等，有一次，家里就来了一只“不速之客”，也就是
从邻国游泳过来的大象。

到了年少，炳逢考上公教中学，毕业后，国民服役期间
受训为突击队员，也爱好长跑，还参加了好几次半程马拉
松。

炳逢在义安理工学院完成机械工程，学以致用做了三
年的机械设计师工作后，开始创业。

“25岁时，我与三个朋友合开一家自动化机械设计公
司，主要帮客户提高生产力，减少对人工的依赖，这样做了
18年。”

约六年前，炳逢创办Jtech Automation公司，提供工厂
机械、运输带与机械手服务；从2015年开始，公司还与日本
上市公司Suzumo合伙，开拓东南亚市场，促销寿司饭卷机
器、煮米机器等。

炳逢说，当父亲于1989年66岁病逝后，母亲就一直基
于公会给宗亲的互助，一再鼓励他加入蔡氏公会。

“1992年，一方面因为已完成服役和到社会上工作，
一方面也已经超过21岁，符合公会章程要求，

我就申请加入公会。”
此外，炳逢表

示，他也是本着一
份好 奇、一 份对 祖
先与先贤们的敬仰，
带着“认祖归宗”的
心态，加入公会 。

到了1996年，炳
逢在多名董事，包括现
任会长健龄宗长的鼓
励下成为董事，先后出
任副财政、副康乐、副
总务等，到2018年公会
选举时，则获推选为三
名副会长之一。

炳逢在中小学时，就在
乌敏岛以电单车代步。

在乌敏岛出生长大，年轻副会 长蔡炳逢
表示，他的这段人生经历，使到他绝对

自立，也表现得更有勇气与胆识，适应力更
强。

刚踏入50岁的炳逢透露，他在家里七个
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当初从新加坡本岛到
乌敏岛接生的护士，曾向他的母亲要求带他
回家抚养，但遭母亲拒绝。就这样，他从小
在乌敏岛的乡村环境过活，“游泳、钓鱼、

乌敏岛长大的男孩

炳逢盼望公会茁壮成长

副会长蔡炳逢在乌敏岛出世，从小就锻炼他自立坚强与胆识的格性，
对事情自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接受会讯的访问时，畅谈了上半生辛苦
奋斗的经历，对公会更是有特大的期许，希望公会快速茁壮成长。

多管齐下吸引会员参加活动
参加公会活动的人，总是熟悉的脸孔，蔡炳逢希望，

通过四大做法，吸引更多会员参加。
首先，他说，由公会比较有经验者设下目标和方向，

使到更多会员挺身而出。
其次，希望更多活跃的会员，都和他们的家人参加，

那么，参加者有望倍增。
再来，公会的活动，要能够吸引会员以及他们家人，

这样才能更成功。
第四，进一步提倡公会奖助学金，并且要鼓励受惠者

知恩图报，在毕业后回馈给公会。
在公会活动方面，炳逢认为，公会可以组织一些球

队、武术、舞蹈、歌唱团队等，代表公会参加比赛，同时开
办更多有意义的学习班。

炳逢说，目前的情形是，参与公会活动的，大多数时
候是董事及一些活跃会员，人数有六七十人到100人。

“公会有700多名会员，还可以有更多会员参加活
动，希望上述四个做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此外，炳逢说：“如果公会不断壮大，我们可以把我
们互助的精神发扬到其他族群与团体，为慈善出一分力，
为社区服务，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董事必须鼎力支持青年团 
公会董事现在已经逐步年轻和专业化，目前39名董

事中有七人在45岁以下，蔡炳逢认为，这必定使到公会更
具有活力与特色。

炳逢也注意到，根据公会章程，45岁以下的董事，都
纳入青年团，并从中选出一名青年团团长，董事与青年团

的关系，向来是相当紧密的。
“公会必须与时并进，时刻都得不断更新，所以董事

必须鼎力支持青年团，让年轻人有充分的空间发挥，并创
造一个充满活力与能量的公会。”

而在目前的39名董事中，有大约14人是专业人士，在
各行各业中担任专业人员、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

炳逢再细分后说，那些年龄在50岁以下的董事，则有
10人，是属于年轻与专业人士。

“公会这些年来有了这些年轻专业人士出任董事，为
会馆注入一股新气象；继续维持下去，加上年长一辈董事
的经验与指导，公会的领导将更有活力与特色。”

副会长炳逢（最后一排
左三）和50多名近亲在
乌敏岛旧屋前合影。

蔡炳逢（右）与夫人林春珍（左）及女儿佳煊，去年出席儿子锦毅在淡马锡
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

参加半程马拉松，是炳逢爱好的运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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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欢共聚

己亥年三月初三（星期日），公历4
月7日，我会循例举行春祭纪念

缅怀先人，并在晚间设恳亲晚宴让宗
亲共聚一堂。

当天，参加祭拜的宗亲起了个大
早，大家先在我会会所大厅集合并共
进炒米粉早餐，早餐是由会长健龄

PBM宗长为大家热心准备。
随后，大家准备出发前往万礼骨

瓮安置所祭拜先人，可是交通安排显
然出现状况，预定好的小型巴士延误
超过一个小时都不见踪影，健龄PBM
宗长当机立断，召来一部五个座位的
私召德士，总算顺利解决问题。

而公会的大厅内，早在前一天的
下午，金山宗长就为祭拜祖先布置好
庄严壮观的祭坛，祭坛香案与跪垫一
一到位，并整齐地摆放五色鲜果、三
牲、鲜花、红龟粿、茶具、酒杯、香炉
等等，鲜艳的色彩让人眼睛一亮，煞
是好看。

我会循例举办春祭及恳亲晚宴
大约10时许，前往万礼祭拜的宗

亲，包括健龄PBM、海顺、春荣、修德
与文德宗长，分乘钦华及亚里宗长的
车子回返会所。休息片刻，响亮的唢
呐伴着锣声响起，祭拜仪式正式开
始，这时，其他参与仪式的宗亲也都
陆续到达。

以健龄PBM宗长为首的祭拜团
队，依据道长的指示，念诵经文、跪
拜祖先、上香敬酒，完成上半场的仪
式。接着，大家再度集合祭拜，在道
长诵读祝文后领着团队到后院焚烧
冥纸；烈日当空，焚烧冥纸的热气与
浓浓的烟味，弥漫了整个后院，大伙
儿都汗流浃背，但神情间都流露对先
辈的感恩与追思之情。

中午时刻，在添丁夫人的协助
下，大家把三牲配上炒米粉，享用了
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大家通力合
作，不一会儿，就把会所大厅收拾整
齐干净，然后各自打道回府，等待晚
间再参加宴会。

入夜，春祭晚宴的地点——巴耶
利峇千禧楼，一切已经准备就绪，等
候大家恭临，傍晚7时过后，负责招待
的外事组两位副主任和昌与成展与其
他多名董事也开始忙碌起来，安排赴
会的嘉宾宗亲入席就坐。

今年晚宴筵开13席，除公会的宗
亲外，也邀请辛柯宗亲一道参加。

随着更多赴会者到达，人气很
快加剧升温，在门外协助的工作人
员，依据出席表的统计，人数几乎全
部到场后，马上向司仪志鸿宗长提
示，为晚宴拉开了帷幕，开始享受美
味佳肴。

焚烧冥纸，对先人表示追思与感恩。

志鸿宗长司仪还兼表演歌唱
酒过三巡，余兴节目开始，它先

由成展宗长高歌一曲，带动全场气
氛，随着，各路人马也不甘落后，纷
纷上台各展歌喉，让人印象深刻的竟
是司仪志鸿宗长，他一曲高吭电视剧 
《西游记》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
获得如雷掌声。

添成与和昌宗长随后唱出自己编
词的歌曲，逗趣搞笑的歌词，让与会
者耳目一新，露出会心的微笑。

此 外，个 子高头大马的和昌宗
长，在台上又唱又跳，结果是气喘嘘
嘘，满头是汗，他在台上的“努力奋

斗”，同样赢来不少掌声，也感动粉丝
上台为他抹汗以示支持与疼惜，现场
因此制造了无限欢愉气氛。

本届董事会董事，当然也不忘感
谢大家在百忙中拨冗出席晚宴，全体
董事一起上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杯“
饮胜”，谢谢大家鼎力支持。

随着时光飞逝，晚宴来到了尾
声，众宗亲最后一起上台，来支闽南
语的《要拼才会赢》大合唱，给今年
的春祭活动画上完美的句点。

晚上10许，众宗亲这才依依不舍
道别，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家。

秘书处随笔

晚宴主宾席上，辛柯蔡兄弟会齐聚一堂，共叙亲谊。左起健龄PBM、柯建强、良兴、龙海PBM、辛润明、和泰与瑞华宗长。
晚宴上，旧新总务其明宗长（面向镜头右四）与敏华宗长（右五）向会员敬酒，左一是健龄PBM会长， 
右三是副会长阿里宗长，右一是副财政添丁宗长。

全体董事在台上向来宾敬酒，高呼“饮胜”。

以健龄PBM宗长（前排右二）为首的宗亲，在道长的引导下，祭拜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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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马国彭亨 济阳 辛 柯
蔡宗亲会邀请，我会

8月24日组团越过长堤，参
加其90周年纪念及筹募购
置会所基金联欢晚宴，共
襄盛举。

我会的代表团兵分两
路，当中包括家眷的13人，
由第二 副 会 长 义 山B B M
宗长率领，分乘四部车出
发，4人则加入由兄弟会柯
氏公会组织的旅行团，而
辛氏公 会5人也乘汽车出
行，新加坡的代表团全团
总数共36人，最终在彭亨
劳勿的酒店集合，一起参
加东道主办的盛大晚宴。

旅行团也借这个共聚的机会，顺道游览马六甲，参观
当地名胜，宗亲们一路有谈有笑，品尝美食，乐也融融。

旅行团是在8月23日提早一天出发，中午抵达马六甲
时，先品尝当地盛名的娘惹餐，然后入住马六甲河畔的
Quayside酒店。晚餐后，大家沿着河畔散步，尽享马六甲河
的两岸夜景风光，也走访鸡场街的热闹夜市。

隔天上午退房后，团员参观了濒临马六甲海峡的清真
寺。清真寺是在2006年耗资1000万令吉（新币约330万元）

建成，它实际上是建在填
海地段上，每当海水涨潮
时，整座清真寺像是漂浮
在海面上，十分壮观。美景
当前，宗亲们都忙着拍下
许多照片。

在品尝当地著名的肉
骨茶午餐后，旅行团直奔
彭亨劳勿，傍晚抵达入住
Indigo Inn酒店。入夜，来
自马国11个州属与新加坡
的济阳辛柯蔡宗亲会的代
表，齐聚当地的乐轩酒家，
参 加 盛 大 的 千人 庆 祝 晚
宴。

我会第二副会长义山
BBM宗长在晚宴献词时指出，新加坡三家兄弟会组成36
人代表团参加，显示了新加坡对彼岸宗亲会的重视。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与马国各地的宗亲加强联系，
促进宗亲乡谊。”

晚宴上，马国济阳辛柯蔡宗亲会总会长拿督崇伟宗长
与彭亨济阳辛柯蔡宗亲会全体理事，共同主持了90周年纪
念的切蛋糕仪式，大家也预祝公会往后再有更美好丰盛
的年头。

在筹建会所基金方面，公会获得马国水源、土地与天

我会参加彭亨同宗会周年庆晚宴
┃宗情绵绵

然资源副部长兼劳勿区国会
议员YBM东姑祖布里认捐1万
令吉，彭亨济阳辛柯蔡宗亲
会会长拿督蔡兆生宗长则带
头捐献10万令吉，晚宴筹委
主席进福宗长捐献3万5000
令吉，另外，马国济阳辛柯蔡
宗亲总会会长拿督崇伟宗长
捐献1万令吉，雪隆分会也捐
献5000令吉。

第二天中午，东道盛情
款款，安排一系列的节目，带
领所有与会嘉宾，先参观拥
有70年历史的武吉公满蔡豆
腐厂，随后游览劳勿积罗路山
河度假村。

劳勿素有“猫山王之乡”
的美誉，目前正是高山灰壳
猫山王盛产的季节，东道主不惜高价购买500公斤A级猫山
王，还准备了500片传统客家茶粿、300个香椰、三箩日本
山竹及一箩柚子款待客人，让嘉宾们大快朵颐。

当中让嘉宾大开眼界的是，在现场用短刀剖开榴梿

招待大家的，原来是劳勿旅游公会会长拿督练有富的女
儿练诗洁、拿督蔡兆生宗长的女婿陈德鹏、长子蔡华伦及
女儿蔡悦霓等，年轻的帅哥加美女，令所有嘉宾眼前一亮，
他们充满阳光的笑脸，让人犹如沐浴春风。

过 后，东 道 主 再 分
别带领嘉宾前往劳勿著
名的花生厂参观，这些节
目，都让嘉宾增长许多宝
贵知识。

三天两夜的欢 乐时
光很快就结束，宗亲们回
返自己家园时，仍怀念遗
留在口中“猫山王”的香
味，也难忘彼岸宗亲的热
诚招待与亲谊。

我会 这次参加彭亨
行的团员还有涌海博士
BBM、兴顺、江良夫妇、
詠稷夫妇、和昌夫妇、亚
里、尚谦、修德夫妇、成
展夫妇、蔡煌夫妇。

赴宴的代表团团长，在领取纪念品后一起合照。左二是我会第二副会长义山BBM宗长。

马六甲的清真寺像是一座水上宫殿。

新加坡代表团的全体团员，在晚宴上摄影留念。

美味的猫山王榴梿当前，人人大快朵颐。 团员参观武吉公满蔡豆腐厂。

我会第二副会长义山BBM宗长受邀致词：新加坡派出36人代表团赴会，显示新
马两国宗亲会情谊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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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1日，星期天，农历七月十一日，我会再次热烈
庆祝中元节。

我会今年选定8月11日庆祝传统的中元节，适逢8月9日
（星期五）是国庆日，11日（星期天）是马来同胞哈芝节，
两个公定假日促成一个特长的周末假期，人人心情因此格
外轻松，给庆祝会更添欢乐气氛。

8月9日星期五当天，承包商就先到我会会所完成搭篷
工作，隔天午后，负责祭拜活动的三位宗长——金山、春
荣与春华相约到场后，立即忙碌把各种祭拜物品及神台安
排布置妥当。供应商随后也把中元会会员的100份福物送
到，经过摆列整齐，整个祭坛登时感觉异常肃穆庄严与壮
观。

11日星期天上午9时过后，我会一众董事、会员与宗亲
陆续到达会所，待主持祭拜活动的道长与助手到场，祭拜
仪式随即开始。

10时，以会长健龄PBM宗长为首的20多人祭拜团队，
在道长的指引下，伴着响彻云霄的唢呐与鼓声举行祭礼，
颂经祈求保佑风调雨顺、事事顺利、财源广进、合家平安。
到第二轮的拜祭仪式过后，我会也以掷杯的方式，选出明
年度的中元会理事。

用过丰盛的午餐，中元会会员各自领取福物回家，等

待夜晚再出席中元晚宴，今年的晚宴筵开26席，同样在巴
耶利峇千禧楼举行。

夜晚7时过后，报名参加的董事与会员相继进场，大
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互叙宗情。8时一到，酒宴司仪（
喊标人）宣布庆祝晚宴拉开序幕，这时，宗亲们开始享受
美酒佳肴，紧接着，喊标福物的活动也正式启动，在司仪
如珠妙语的带动炒作下，人人都格外兴奋，叫标声此起彼
落，一再把标价推高，气氛热烈的程度，几乎是进入沸腾
状态。

这样一直坚持到接近深夜时分，待得福物标尽、美酒
干完，大家才收拾心情，在欢愉与依依不舍中告别，结束
这个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

另一方面，我会选出的2020年（庚子年）中元会理
事，名单如下：

正炉主： 德芳
副炉主： 少林
头家： 南洲 成欣 健龄PBM 秋发 镫水
 忠民 添丁 瑞源 明旗 添恭 易端
 春华 金顺 伟霖 和昌 再芳

超长周末带动中元庆气氛
今年6月5日（农历五月初三），正好是马来开斋节，我会

借这个公假日，提前庆祝咱们华族传统的端午节。
除了让大家共聚一堂品尝粽子外，我会也主办健康讲

座，专程邀请禅修专家李泉源博士主讲《禅修与健康》。由
于课题切实，讲座吸引百名宗亲会员与家属热情参与，把
三楼的活动室挤爆，座无虚席，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讲座。

李博士曾是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在中国东北地区一家
合资公司的首任执行官，个人学习禅修历13年，还两度到
过寺庙受戒并进修禅修，包括一次到缅甸的寺庙。他也是
新加坡艺术剧场现任主席。

他在主持讲座时，对禅修这门古老学问细细道来，分
享了个人学习的经验与好处。

他告诉参加讲座的宗亲们，由于现今的社会发展迅
速，导致人们产生压力，甚至引发忧郁症，影响身心。

他因此认为，如果能够通过学习禅修，让身心放轻松
平静，这将有助减压、缓解抑郁、改善睡眠，促进个人的健
康。而它的好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实践，例如乘飞机起
飞时那一段一二十分钟时间，也可以进行。

李博士通过视频，图文介绍了禅修的各种姿势——
静坐式、步行式、卧式，但他指出，在实践禅修时，大家务
必要对环境有所选择，例如空气清新、宁静没有吵杂的地
方，另外也要留意正确的坐姿、骨干脊椎直立、调匀呼吸并
且闭上双眼，这样才能收到功效。

至于禅修最理想的地方，
以李博士个人的经验，是到寺
庙进行，但他强调，这并不是要
推广任何宗教，因为即使是许
多老外，今天也在认真研究学
习禅修的真谛，从中获取禅修
的效益。

这之后，他要求关上电灯，
让大家闭目10分钟，实地练习。
果然，在放松心情静坐一番后，
大家都感觉精神甚好。

讲座接着开放问答时间，
想不到的是，听众纷纷提出各

种问题，原定的五分钟，最终要延长整20分钟，一直到司
仪志鸿宗长出面喊停，这才宣布结束。

虽然只是短短一个小时的讲课，但从大家的反应来
看，它让大家深一层领悟了禅修的意义，人人都感到获益
良多。

讲座结束，会长健龄PBM宗长代表我会赠出一份纪念
品，感谢李博士在假日里抽空前来主持讲座。

随后，出席者下楼到来大厅，品尝粽子，我会同时也安
排自由餐，让大家边进餐边叙宗情，到下午2时许大家才
离席告别，度过一个难忘与特别意义的端午节日。

会长健龄PBM宗长（中）代表我会赠送纪念品给李泉源博士后，与出席的董事一起合照留念。

百名宗亲会员与家属出席聆听李泉源博士（右站立者）主讲后，当场在位子
上练习禅修。

┃同欢共聚

┃同欢共聚

吃美味粽子 听健康讲座

百名宗亲热烈欢庆端午节
宗亲们趁端午节共聚，品尝粽子，乐也融融。

道长高颂经文，与会宗亲诚心拜祭。 道长为健龄宗长手上的观音大士炉开光。

晚宴的幕后部份工作人员：左起：詠稷、来德BBM（L）、
炳逢、与春荣宗长。

主宾席上，宗长们慷慨解囊，为春华宗长手上，将要喊标的“小金猪”添值。



济阳会讯◎2019年9月号济阳会讯◎2019年9月号 1312

砂拉越美里蔡氏公会今年9月中
旬庆祝成立35周年纪念，广邀

全球宗亲齐聚油城热烈欢庆，我会在
烟霾笼罩中如期赴会，更显宗亲情谊
重。

美里宗亲会是以“宗亲系油城卅
五创辉煌”为主题，举办成立35周年
庆典，与此同时，它也庆祝青年团与
妇女组成立22周年；美里因为岸外盛

产石油，被誉为油城。
9月14日，新马两国因为印度尼西

亚苏门答腊烧芭造成的烟霾，几乎所
有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都被殃及陷
入不健康水平。不过，由我会与辛柯
宗亲组成的36人代表团，没有退缩，
按照预定计划出发飞往美里，共襄盛
举。

美里的东道宗亲当天在机场热

情欢迎，对于宗亲烟霾故人来的行
举深表感动。庆幸的是，当天老天作
美，美里烟霾情况略有改善，接下两
天亦是，结果使得户外活动都能顺利
展开；参加这次盛会的还有中国、美
国、印尼、台湾、西马以及古晋各地的
宗亲。

当晚，主人即在富丽华酒家设
立欢迎宴，为远道而来的宗亲洗尘。

我会今年提前在八月初十（阳
历9月8日），于会所庆祝传

统的中秋节。
今年中秋节庆形式与规模上

有所简化，主要是我会应马国砂
拉越美里蔡氏公会的邀请，就将
在一周内（9月14日）动身到美里
访问，另一方面，兄弟会南洋柯氏
公会周前也举办自己的中秋庆祝
会，多项活动一块儿举行，使大家
分外忙碌，分身乏术，因此决定简
单举行；美里蔡氏公会是庆祝成
立35周年而广邀各地宗亲一起赴
会。

虽说活动简化举行，但节目
一样精彩热闹，当晚除了准备丰
富的自由餐招待外，还有应节的月
饼与柚子，另外还加插猜灯谜游
戏，而且猜中者马上可以获赏现
金红包，结果现场气氛热；超过
70名宗亲参加了中秋庆。

在灯谜游戏过后，宗亲们还
兴致勃勃到会所的卡拉OK 厢房
一展歌喉，斗歌竞艺一番，直到
晚上10时许才曲终人散，尽兴而
归。

我会举办中秋活动当天，柬
埔寨蔡氏宗亲总会名誉主席蔡炳
城宗长适逢到访，会长健龄PBM 
宗长也尽地主之谊，邀请炳城宗
长两父子一起出席庆中秋活动，
进一步促进了两地亲谊。

规模虽简化

我会依旧热烈庆中秋

我会理事应邀出席南洋柯氏公会的中秋节庆祝活
动，与会长柯建强宗长（右一站立者）及总务柯清淞
宗长（右一坐者）一起合照留念。

我会宗亲在中秋会的庆祝会上享用美味丰富的自由餐，并热烈参与猜灯谜游戏。

健龄PBM 会长（右一）在会上接待来自远方的贵宾
柬埔寨蔡氏宗亲总会名誉主席蔡炳城宗长及其公子
（左三、四），其他人左起是敏华宗长、尚谦宗长、
与柯氏丽珍宗姐（右二）。

主席秀雄在致词时表示，他们自25周
年举办庆典后，已经十年没有这般热
闹，因此感到特别高兴。

他说：“这次海内外宗亲可以在
美里欢聚一堂，共叙宗情，更显宗谊
坚固。”

筹备委员会主席传晋宗长也透
露，美里区国会议员张有庆医生虽未
能出席，但也派出特别助理许万国代
表赴会，可见受重视程度。

隔天上午，东道盛情款款，安排
半天的观光活动，带领宗亲们游览当
地的名胜，包括沿海地标一一海马灯
塔与鳄鱼园，另外还品尝了鳄鱼肉骨
茶、榴梿和当地的特产水果tarap。众
乡亲在午餐后也一起拍照纪念。

入夜，大会则安排在下榻的帝宫
酒店（Imperial）宴会庁举行晚宴，砂
拉越交通部长YB拿督李景胜博士是
晚宴主宾。

当晚晚宴场面壮观，宾客衣香鬓
影，盛况空前。晚宴还配合了全国济
阳卡拉OK比赛，让赴宴者享受美酒佳
肴之余，同时欣赏清歌妙曲。

三天活动结束，代表团班师回
国，人人都难忘美里宗亲的浓浓情
谊，并期望尽快再聚，再叙宗谊。

新加坡代表团在抵达美里机场时，获得热烈欢迎。

美里市的地标一一海马灯塔，它高82公尺，位于
美里河口。

我会宗亲在宴会上与民族舞蹈团合照。

美里的特产水果Tarap，外形如面包果，果壳有
长长的软刺，果肉很甜，可比美榴梿。

烟霾中如期出发

我会参加美里宗亲会周年庆益显宗情浓

辛柯蔡兄弟会三位会长一一辛润明（左起）、柯建强
与蔡健龄PBM，齐聚美里时来张难得的团体照。

我会会长健龄PBM宗长（左三）赠送纪念品给美里蔡氏公会会长秀雄宗长。左一是筹委会主席传晋
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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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会议随后依照议程
顺利进行，随着总务敏华及财
政来德BBM（L）两位宗长把
2018年的会务及财政报告交
代完毕后，议程进入讨论会员
提案。这次大会，秘书处共接
获两项提案。

第一项提案，是由我会副
会长炳逢和董事华春PBM两
位宗长联名提呈。

提案内容提及，由于目前
公会的章程里，并未列入公
会购置房地产的条文，他们希
望引用我会章程第76条，即公
会日常之会务，以及未列入我
会章程内之其他事项，得援引
董事会之决议而实行之。

他们以此建议，希望获得大家的认同，通过会员大会
授权董事会实行购置房地产的步骤。如果董事们遇到有
适当的房地产要收购，相关小组就可以召开紧急董事会
议，会议上获得多数董事成员支持后，即可通过。

这样的目的，将能确保董事会把握时间，不会错失任
何良机。

第二项提案，则是由副财政锦忠宗长提呈，他提议修
改本会章程第28条，即将每届董事会的任期由两年改为三
年。这样的做法，也是为增加董事会的持续性，不必为换
届选举事务有所拖延。

目前该章程为：董事乃由会员大会中选出及追认，以
多数票者中选；董事会任期为两年，于新旧董事交替手续
清楚之后，即行引退，但被重选，亦可连任，唯正会长只能
连任两届，正财政不得连任。

针对第一项提案，出席的会员以各个不同的角度热烈
发言，提出刁钻与尖锐的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发表自
己的看法。

经过冗长的讨论，提案在会员大会获得通过，大家
所达成的共识是：确定召开紧急董事会时，必须达法定人
数，而出席董事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即可通过，另外在
买卖房地产前必须知会房地产信托人与法律顾问，并征询
他们的意见，同时也需对购置的房地产作详细估值。

至于第二项提案，由于得到与会者一致认同，顺利在
大会上一致通过。

大会最终在下午1时前圆满结束。结束后，我会设自
由餐招待与会宗亲，大家再继续共叙宗情一番。

秘书处随记

秘书感言
会员大会已是曲终人散，这80余

人的出席，对外人来说，似乎微不足

道，不过两项提案能够顺利通过，都

是因为有足够出席者的支持，高度显

示宗亲们关心与爱护公会。他们目前

的付出，虽看不到任何成果，但在将

来，肯定能为蔡氏后人带来无穷的福

泽。

回忆当日的场景，在写下这份报

道时，对一句俗话“前人种树，后人遮

荫”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也希望受

到庇荫的蔡氏后人，他日能为公会尽

一份绵力，让它茁壮成长，为更多的

后人造福。

名誉会长天福宗长在会上，对提案发表看法与提问。

副财政锦忠宗长（扩音筒前站立者），为自己所提呈的提案作补充。

我会会长健龄PBM与总务敏华两
位宗长，今年5月4日代表我会参

加新马印各民族清明祭祖大典。
祭祖大典是由金门会馆主办，借

以促 进人们对亲人的情感以及
对先辈和先祖的尊崇，同时提倡
孝道。大典是在新加坡金沙会议
展览中心举行。当天出席者多达
5000人，彼此不分宗教、种族，一
同祭祀祖先，缅怀祖德，场面十
分壮观。

据知，主办单位对举办大典
非常重视与用心，专程从台北邀
请专门从事民俗祭典的礼仪官安
排整个仪式，以确保仪式的正统
与庄严性，大典上的音乐、礼仪、
铺排与摆设，都参照古代的祭祖
仪式。

在祭台上，它整齐地摆放了
儒释道三教教祖的雕像，以及三
皇五帝和各民族代表的祖先牌
位。大典仪式前后长达两个半小
时，包括迎神、进馔、上香、恭读

祝文等程序。
仪式开始前，启化小学的135名

学生，先为与会者带来多元文化的歌
舞表演，并且朗诵各族的孝道经文。

过后，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再呈献一
曲《水调歌头》，而乐团的部分团员
还兼充当大典的乐生。

今年的主祭官是金门会馆主席
蔡其生PBM，他也是我会名誉顾问。
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秘书长方百成则担
任监礼官，他们与38名陪祭官都穿上
传统礼服参与仪式。

祭典同时邀请中国、文莱、马来
西亚、印尼等海外团体共约270人参
加，本地十大宗教代表也到场共同祈

福；祭礼由19名乐生在现场奏乐、
击鼓鸣钟，场面肃穆庄严。

蔡其生PBM宗长透露，大典
的费用来自各个团体组织自愿捐
赠及筹款，这都说明了社会对祭
典的看重。

他指出，推动祭祖文化对于
本地提倡孝道传统具 有深远意
义，自2016年大典在我国举办时，
其定位就不再限于本地人，而是
将受众扩展至马国及印度尼西亚
另外两地，以让这祭祖传统文化
得以传承。

联 合协 办 祭祖大典还有新
加坡汾阳郭氏总会、武吉班让福
建公会、新加坡幸福企业、马六
甲古城净宗学会、新加坡净宗联
谊会、大同书斋与印尼棉兰净宗
学会。

我会代表参加
新马印各民族祭祖大典

乐生现场奏乐，击鼓鸣钟，场面肃穆庄严。主祭与陪祭官身穿传统礼服参与拜祭仪式，右下银幕可观看到《献爵》仪式的进行。主祭官也是我会
名誉顾问蔡其生PBM宗长。

健龄PBM（左）与敏华宗长代表我会出席祭祖大典。

┃国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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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 董 事 会已经 获
得授权，可以直接

购置房地产而无需寻求
会员批准。

另外，董事会的任
期也将从过去一任两年
改为三年。

我会是在今 年3月
24日举行的常年会员大
会上通过这两项提案。
大 会 是 在 我 会 活 动 室
举行，共有86名会员出
席。

不过，这项修订还
需由我会法律顾问拟好
细节，经本届董事会审
阅，再呈交予社团注册局批准，才会列入我会章程。

一旦提案列入章程，董事会在购置房地产与会务工作
上，将具备更大的灵活性与持续性，这将给公会带来最大
利益，最终造福宗亲会员；购置房地产也是我会的一个愿
景，以把兄弟团体集中在一个屋檐下活动，同时作出享有

更高回报率的投资。
依照我会章程第63

条，在召开会员大会时，
如果不足法定人数（即
80 位），大会得延 迟半
小时举行。半小时后，
不论出席人数多寡，就
算是已达法定人数，会
议即可举行，唯会议对
于现行之公会章程与章
则，一概无权增删或修
改。

为了 让 提 案 顺 利
通过，我会董事竭尽所
能召集更多会员出席，
大家的辛劳没有白费，

当天上午11时在多半个小时的等候，大会主席会长健龄
PBM宗长宣布召开会员大会、致完献词后，人数已达82
人。到会议进行时，陆续还有会员抵达，人数最后共达
8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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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大会顺利通过两提案

董事会授权购置房地产
任期从两年一任改为三年

我会房地产信托人兼会务顾问柳枝BBM（L）宗长（站立者）的风趣发言，引来大会
主席健龄PBM（中）与总务敏华宗长和赴会者笑声不绝。

会员大会座无虚席，80余位宗亲仔细审阅前期会议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