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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拜

春回大地万象新

公会团拜一片喜洋洋
2017年2月5日（星期日），农历年初九，我会举办丁酉

年新春团拜自由酒会，吸引超过百名理事宗亲携眷参

加，会场一片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当天一大早，总务其明宗长就到达会所，安排播放新

春歌曲，给会所带来浓浓春意。其他宗亲来宾随后也陆续

抵达，新春见面，大家互道祝语，恭喜之声一时此起彼

落。及至10时许，会所大厅已挤得水泄不通，气氛欢愉无

比。

　　11时正，良辰吉时到，两头威武瑞狮在震耳的锣鼓声

中抢先进场，在会所摇摆起舞，给来宾们频频鞠躬祝福。

紧接着，一条整40尺长的祥龙委婉进入大厅，龙腾翻舞，

道不尽的如意吉祥。

　　龙狮舞毕，会场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是财神爷到

临，这个财神爷不是别人，是查账锦忠宗长所扮演。他一

现身，登时受尽拥护欢迎，大家都围着他一起拍照，希望

来临一年可以获得他的关照，财源滚滚而来。

　　午时，来宾转上三楼活动室参加自由餐，在会长振祥

BBM宗长致新年献词后，担任司仪的青年团团长志鸿宗长

一声号下，大家举筷同捞鱼生，场面热腾无比。

　　这时，财神爷在电子爆竹声中再次光临，只见他见人

就送上红包，祝贺大家今年财运亨通，富贵满堂。接着，

大家边吃边叙宗谊，一直到下午时分，这才依依不舍道

别。

　　今年，公会循例邀请辛氏公会宗亲和南洋柯氏公会的

宗亲参加酒会，一起畅叙宗谊，使得场面气氛格外亲切，

充满温馨。

　　今年的酒会，获得第一副会长健龄PBM、义山BBM与海

顺两位副会长报效舞龙，第二副会长钦华报效年花盆栽摆

放于会所大门增添春节气氛，副会长华春PBM则报效12盘

鱼生。对于宗长们的无私赞助与支持，使活动生色多多，

我会在此深表谢意。

祥龙来我会拜年，一片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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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一年，公会将尽力培养年轻理事，让他们挑起大梁，参与更多组

织工作。

  我会会长振祥宗长是在今年的团拜活动上讲话时，透露了公会的发展方

向。团拜活动今年2月5日在我会所举行。

  会长说：＂由于年轻宗亲一般都接受高等教育，给予更多机会让他们参

与海外庆典、策划与组织各类活动，将能加强他们的信心，同时累积更多经

验。＂

  他指出，由于明年就将更新理事会，栽培年轻的理事成为接班人，更是成

了紧迫的任务。

  宗长也透露，来临一年，公会将继续主办更多活动，让宗亲会员有机会同

欢共聚。另外，对于弱势的会员与家属，我们也会给予更多援助。

  他说：＂只要大家互相合作与扶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挑战，我们一定

能安然度过。＂

  他也感谢各同人在过去一年，同心同德服务宗亲会员，群策群力发扬祖德

宗光，内引外联，使得会务取得长足发展。

  他尤其感谢理事们在1月7日参与大扫除活动，把会所打扫整理布置得这般

干净，温馨，另外，书法班的学员及导师也参与挥春工作，让会所新春气息盎

然。

会长振祥（右）宗长致辞，新一年将尽力让年轻理事挑大梁。

会长振祥：未来一年

公会将尽力培养年轻理事

柯建强宗长（左起）、振祥BBM会长、辛润明宗长与财神爷瑞狮一起合照。 锦忠宗长扮演财神爷，惟妙惟肖，受尽大家欢迎。

宗亲与财神合照，左起：添丁、笃翠与锡义PBM夫妇。

团拜会上，宗亲互相交换福柑，只见最灿烂笑容。

权海与其仕两位宗长相互祝贺。 总务其明（左一）轻拍卸装后的财神爷锦忠肩膀：财神爷，辛苦了，多喝几杯。

祥龙在会所外腾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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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标高潮迭起

中元会晚宴气氛闹

我会2016年8月14日依据传统，热烈庆赞中元节。

中元节庆分祭拜仪式与晚宴在会所举行，白天的祭

拜仪式肃穆，夜晚的晚宴则充满欢腾气氛。

　　当天上午10时，我会延请资深道长引导会员宗亲祭

拜，祈求保佑风调雨顺、合境平安、个人身体健康、事事

顺利。

　　入夜，联欢晚宴宴开25席，酒过三巡，喊标活动开

锣，一再把气氛推向高潮，其中的富贵金猪钱桶，过程最

是激烈，结果由团清宗长以8000元的高价标得。他过后也

将金猪桶内的1830.30元现金，悉数捐赠给我会充作福利

基金。

　　团清宗长是前副财政，卸任后参与活动仍不忘行善，

仁风义举，让同仁推崇敬仰。

　　中元会也以跋杯形式，选出来年炉主与头家。

常年春祭缅先祖
2016年3月27日，我会举行春祭，当天上午8时正，参与

宗长与宗亲从会所出发，前往万礼骨灰塔祭拜先祖，11

时则回返会所举行祭祖仪式，邀请道长颂经，供奉鲜花、

水果和各种供品祭拜，以示对先祖的敬意。

　　入夜，参与者在千禧楼（巴耶利峇）参加春祭联欢宴

会，出席者除本会会务顾问、名誉董事、理事、宗长与宗

亲，新加坡南洋柯氏公会、福建济阳蔡氏宗祠、澄海渔洲

蔡氏同乡会及蔡氏思敬社也派代表出席。席上，大家互叙

亲谊，都乐在其中，之后，卡拉OK启动，宗亲与董事一起

同台飚歌，一直到深夜，这才尽欢而散。

正炉主：易端 副炉主：金荣（菜尾）

头 家：福成 求珀 成欣 志忠 明兴 来成 和泰

    汉波 福庆 炳逢 克网 添丁 镇嵘 添恭

    德芳 镫水 健龄 义山 秋发 权海 钦华

    来德 明旗

副会长海顺（左三）引领大家向先祖祭拜。

参加者在万礼骨灰塔祭拜。

入夜，大家在卡拉ok上齐齐飙歌。

在上午的祭拜会上，道长引领大家祭拜。中元会全体工作人员来个团体照。

副总务成展捧着金猪到每桌筹款，结果筹得千余元善款。

22老人获派发度岁金

2017年1月8日，腊月十一，我会派发今年敬老度岁金，

让老人们预先感受春意与关怀。

　　派发仪式是在我会会所举行，之前一天，会所大厅正

好经历大扫除与新春布置，整个会所因此焕然一新，充满

浓浓春意。

　　受惠的老人包括七名会员、三名会员嫡亲及12名非会

员，共22份，度岁金总额为2900元。

　　除了派发度岁金，我会当天也设丰盛午宴招待，让老

人家倍感温馨与关怀。

　　此次活动，是由我会福利主任锡义PBM宗长领导下进

行，工作包括准备度岁红包及新年礼包、审查当日出席申

请者的资料，安排将度岁金和礼包送到体弱行动不便的宗

亲家里。

振祥BBM会长（中）在健龄PBM宗长（左）及锡义PBM
宗长（右）的陪同下，派发度岁金给老人。

钦华宗长（左二）、健龄PBM宗长（左三）和其明宗长（右三）向来宾敬
茶与献上祝福。

福利主任锡义PBM宗长致欢迎词。 福利主任锡义PBM宗长协助爱女审查申请者资料。

振祥BBM会长（前站立者）和与会者亲切交谈。

┃同欢共聚

┃同欢共聚

午餐时间，祖孙同乐。 共进午餐，大家乐也融融。 其明宗长（右一）赠出礼包予受惠老人。

　　锡义PBM宗长在致词时，特别感谢理事们的参与协

助，使活动成功举办。他也向五位赞助这项活动的宗长致

万二分谢意。

　　本年度度岁金是获得健龄PBM宗长赞助1000元，钦

华、义山BBM、海顺与权海PBM四位宗长则各赞助500元，

总额为3000元。

　　席上，会长振祥BBM与第一副会长健龄PBM两宗长都亲

自向每位老人家奉上新年红包，并祝贺他们身体健康、新

年快乐。

　　今年派发度岁金的活动，我会书法班学员也尽一份

力，他们预先挥毫为老人家挥春，让他们免费选择领取，

结果反应热烈。

　　宴会结束后，理事们再分发受惠者每人一份新年礼

包，让他们欢度新春。

　　整个活动最终在理事们的祝贺、道别及老人家的声声

谢语中，温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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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美食，再上球场。

当康乐组策划此项活动的时候，

本地滋卡病毒并未处于最高警

戒，直到本地有人被感染，才让我们

感到担心，因为这是一项户外活动，

而且安排在傍晚时分，地点还在花

园。接着，媒体不断报道，我们获得

更多信息；事件逐渐明朗化，只要做

足防范，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们于是

决定依照计划进行。首先，到水耕法

农场参观，然后续程到华园，唱卡拉

OK，享用自由晚餐，再为孩子点亮灯

笼，游园一周。

　　9月7日（星期六），报名的宗亲

在下午2时30分陆续到达公会集合，

会所的大厅，一时热闹起来。总务其

明宗长、副康乐主任敏华宗长和我及

几位宗亲，为参与者点名，然后发出

了秘书处为他们准备的礼包，礼包内

含矿泉水、茶具、防蚊贴、灯笼、零

食、小月饼等等，正当大家忙得不亦

乐乎时，冷气旅游巴士已悄然抵达会

所大门。

　　在水耕法农场，指导员为大家详

细讲解种植蔬菜水耕法的步骤。简单

地说，水耕法的种子并不种在土里，

而是排列有序地种在海绵里，然后倒

入调配好的营养液，置于阴暗的培育

箱里；数天后，再移植到有盖的培育

室，直到成长、收割与包装。很简单

吧，但大家都明白，成功的秘诀在于

所配搭的营养液，因为不同的蔬菜，

配制营养液的成分各不同，需要不断

的尝试，才会有收获。最后，指导员

教导大家，如何利用手上的入门配

包，尝试种植蔬菜。

　　夜幕低垂，自由晚餐已在华园准

备就绪，第二副会长钦华宗长也为迎

接宗亲的到来，开启卡拉OK厢房；大

家随着参观了这占地两英亩的花园，

花园里种满各种花草树木，让人仿佛

是从一个烦嚣的城市，走进一个清新

宁静的桃花源当中。

　　晚餐随着宗亲们的歌声结束后，

是孩子最期望与兴奋的时刻到了，大

人为孩子点亮灯笼，幸福的笑容呈现

在每个人的脸上，此刻，大家的心

情，不言而喻——出发了！大人牵着

孩子的小手，从明亮的院子走进阴暗

的小径，绕园一圈。沿途，只能听到

关心彼此的悄悄话：小心、小心哪，

当心…火……。今年的中秋节，就在

这温馨的画面中，画下美丽的句号。        

　（按：水耕农场与华园位于三峇旺

地区，两者相隔邻，其中华园是第二

副会长钦华宗长所经营，这次的中秋

提灯与夜游活动，就蒙钦华宗长提供

场地。另外也得感谢名誉会长少林宗

长报效灯笼，让活动成功举办。）

出征前大家来个团体照。

会长振祥（左）与名誉会长瑞华合照。 

在慰劳宴上，总务其明宗长（左一）向大家祝酒。

参观水耕农场　提灯夜游

中秋节目大家乐融融
2016年9月，趁中秋佳节，我会组织了半天郊游活动， 

既参观水耕农场，也提灯夜游，有教育性也充满欢乐气氛。 

我会康乐主任尚谦宗长随行后，报道了当天的盛况。

参观水耕农场，大家聆听指导员讲解。

走进水耕农场，参观培育室。

这是户外的培育室。

常年高球赛再系宗情

我会的常年高尔夫球赛活动，去年9月7日在滨海湾高球场举

行，20名宗亲热情参与，通过比赛，又一次加强彼此间的宗谊。

　　当天的活动从球场的Canopy咖啡座开始，参赛者先来一轮本

地风味餐与甜品，接着再拍一张团体照纪念，之后，大家径往球

场，挥杆一较高低。

　　比赛结束，大家在玉凤酒家碰面共进晚餐，晚餐也是慰劳中

元节工作筹备委员会的辛苦付出。

　　对于宗亲们这次踴跃参与高球活动，我会特别表示感激，尤

其是在经济放缓的这一时刻，宗亲们仍然不忘支持公会的活动，

确实让人赞赏。

This year our  annual golf  event was organised  at MBGC on  7 
Sept 16 afternoon. We gathered at Canopy Cafe for simple local dishes 
and desert. After lunch, we had group photos before heading down the 
golf course known for their deep bunkers. Weather was kind to us and 
we all completed the game, although no tabulation of  results for the 
winner we were there for the comradeship and company. After the game, 
we adjourned to Jade Phoenix for appreciation dinner with committee 
members who assisted in Ghost festival event.

We want to express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for the golfers who 
supported us and keeping in contact even in tough economic time.

小孩们准备提灯夜游，大家都乐开了怀。

┃同欢共聚

┃同欢共聚

大家留个团体照纪念。

高球赛参加者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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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大坑农场，大家了解各种农作物生态。

我会参加嘉义同宗会庆典
——同游台湾更显宗亲谊　　

应嘉义济阳柯蔡宗亲会的邀请，

我会2016年11月组团，飞赴台

湾参加它成立85周年庆典。

　　借此嘉义之行，我会也顺道旅游

台湾，行程从台北到台南，一举了解

台湾这些年来的旅游业概况与乡镇的

发展。全团27人，由我会会长振祥宗

长亲自领队。

　　嘉义行是本会出席当地济阳柯蔡

宗亲会成立85周年庆典，也是世界柯

蔡宗亲总会，假嘉义兰潭校区举行第

19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难得有宗

亲从各地远道而来，台湾东道热情接

待，进一步加深两地宗谊。

　　至于旅行团到访的景区景点，包

括了台北的石门水库、101大楼、九

份老街、台北夜市，台中的日月潭、

文武庙、大炕休闲农场，台南的安平

古堡、安平老街，嘉义的好美里彩绘

村、布袋港、竹崎公园、桧意森湖村

等等。

　　台湾行程是从11月24日出发，全

程六天，大家宗亲在此行中，同行共

餐，自是乐在其中，也深深

加强宗亲乡谊。

在安平古堡，有机会一会民族英雄郑成功，当然得在他的塑像前来一张团体照。

在嘉义，这个教会会堂模仿高跟鞋建成。

团员游览九份老街，这里是许多影片实地取景的外景地。

会长振祥（左）赠出纪念品给嘉义济阳柯蔡宗
亲会理事长德仪。

在迎宾晚宴上，我会会长振祥（左一）与各宗亲合照，左二起是马国雪
隆济阳辛柯蔡宗亲会会长崇伟JP、财政宗华与第18屆世界柯蔡总会理事
长尔洽。

乘坐游轮游览日月潭，大家多悠闲。

在大坑农场，副会长海顺（左）与理事权海喂猪仔喝奶，乐在其中。

┃宗情绵绵

彩绘村处处有立体彩绘，结果吸引团员来个团体照。走访九份老街，大家情意深深，留下这张具有纪念性的团体照。 乘游轮出发前，团员在日月潭渡头合照。 这是安平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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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会长振祥与财政亚

里两位宗长，2016年

10月代表我会，专程前往中

国河南上蔡县参加世界柯蔡

宗亲河南上蔡秋季祭祖大典

活动。

　　我会参加这项活动，既

加强了与世界宗亲的联系，

也协助发扬慎终追远、报本

思源、弘扬祖德的传统精

神。

　　我会会长振祥宗长也身

兼世界柯蔡宗亲总会副理事

长。

　　祭祖大典是于10月9日在上蔡县的蔡侯叔度公陵园及

蔡仲陵园举行；上蔡县是蔡氏人的发祥地，3000多年前，

蔡氏人就在这里立姓，从此

昌盛繁衍、开枝散叶，后人

现在广居世界各地。

　　出席本届的世界宗亲多

达700人，致使祭祖仪式场

面隆重盛大。

　　仪式举行时，出席者身

穿礼袍，上香敬礼，念读祭

文，对先人表达最崇高的敬

意与感恩。

　　在主办单位世界柯蔡宗

亲总会热情安排下，赴会者

也参加了当地举行的重阳节

纪念活动开幕式及观看重阳

节文艺汇演，同时参与座谈会，考察上蔡县、驻马店市等

相关项目，了解县市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收获甚丰。

我会会长振祥（左一）与总会各宗长合照，左起尔洽宗长、
躼乐宗长、忠勇宗长和文寿宗长。

2016年12月11日，我会28人组团北

上麻坡，出席麻属蔡氏济阳公所成

立80周年、青年团18周年、妇女组17

周年庆典。

　　乘此北上之便，在第一副会长健

龄宗长、财政亚里宗长及康乐主任尚

谦宗长的协调下，主办麻坡一日欢乐

游。

　　早上6时30分，宗亲们分别在本

会所及Big Box pick up point 3 集

合，上旅游巴士后就北上西马，约9

时30分抵达亚坤咖啡店享用早餐，过

后到访永平镇的蜂蜜园，听完了员工

的详细解说后，大家购买了一些相关

产品。

　　下午1时，旅游巴士载大家拜拜

善财爷，天气很热，大家到附近售卖

椰子水的档口买冷饮，不经意地谈

起，真巧，摊主也是我蔡氏宗亲，晚

上也会出席庆典晚宴；为表对宗亲的

支持，会长请大家喝椰子水。

　　午餐时间到了，导游带大家到麻

属的食街吃午餐，抵达时天不作美，

下起雨来，只好冒雨下车往咖啡店的

方向跑去。大家整装定神后，宴开3

席，美味的鸭肉饭和蚵仔煎，让大家

吃得不亦乐乎，忘了外面的风刮得有

多狂，雨下得有多大，吃饱才说。

　　时间过得飞快，一下子就是3时

半，我们到一间超市，让大家化装和

洗刷一番，准备赴今晚的宴会。4时3

刻，我们赶到中化中学的礼堂，那是

让与会者拍大合照的地方，但由于主

办委员会还在开会，大合照延迟到6

时才开始；在这空档时间，主人安排

我们参观学校展览馆里的历史拱廊，

见识时光倒流的文物、历史珍藏品和

有纪念性的照片。

　　游览过程中，无意中发现新加坡

德明中学前任校长陈人浩先生，也曾

在战后担任过中化中学的首任校长。

据中化文献记载，陈人浩先生身兼教

育家与艺术家，掌舵该校期间，延揽

名师，树立优良学风，现今中化中学

校舍的基本蓝图也是出自他的构思。

宾主在会场来个团体照。

我会参加世界柯蔡宗亲秋季祭祖大典

世界各地宗亲会会长祭拜先祖，前排左四为我会会长振祥宗长。

在蔡侯叔度公陵举行的祭拜大典，场面壮观。

东道在机场迎接抵步的宗亲，左九为我会会长振祥宗长，左七财政是亚里宗长。

麻坡行速记
2016年12月，我会组团越过彼岸，参加麻属济阳蔡氏

公会成立80周年庆典，共襄盛举。这是我会总务其明

宗长随行后带回来的报道。

　　大会也提供当地有历史纪念性的

人物蔡大孙先生的档案，他对麻坡的

治理、发展及建设，受到苏丹的赞

许，特许他选一项商业活动为专利

权；虽然售卖鸦片与经营赌场利润丰

厚，但毕竟是不义之财，对社会造成

伤害。故蔡大孙先生选择了巴刹的贩

卖权，所以至今，麻坡巴刹，经营者

还是以蔡姓为大多数。

　　这一次访问，主办方只收马币

500元为报章的广告费，不收任何贺

仪；我本会会长拿督振祥BBM宗长为

此，把一个刻上“敦宗睦族  源远流

长”的锡盘，在礼品的交换仪式上赠

送给主席蔡永佳宗长留为纪念。

　　晚宴结束，乘旅游巴士回返新加

坡，抵达家门时，已是凌晨2时，赶

快梳洗一番后，上床会周公去了。

参观蜂蜜园，大家了解东革阿里这种土产植
物，左起会长振祥、会务顾问和泰、财政亚
里、教育主任来德与副总务成展。

参观当地的善才爷庙宇。

新加坡德明中学前校长陈人浩曾主掌过中化
中学。

团员参观中化文史馆，听馆员讲解历史。

┃宗情绵绵

┃宗情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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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乙宗长是成功商家

去年12月，天乙宗长电邮我会，表示要捐赠5000元作

为教育基金，以完成亡父生前的心愿。令我会感到

有愧的是，我们对这位宗长竟是完全陌生。为了对这位宗

长进一步的认识，总务其明、财政亚里与教育主任来德

BBM(L)三位宗长相约在2016年12月28日，专程登门拜访了

天乙宗长，与他叙了好一阵子。

　　天乙宗长是Swann Industries公司的董事主席，这家

公司设厂于中国苏州工业园区，专生产电子工业用的电子

零件，产品销售至世界各地；顾客遍布欧、美以及中国内

销开发的市场。

　　由于工作忙碌，他本身在本地的时间不多。

　　话匣子打开，我们谈及多个课题，例如新加坡的教育

体制、任人唯贤、双语政策与劳资政的紧密关系、自力更

生和未雨绸缪等等的政策与思维，培养新加坡年轻一代正

确的处世态度等。

　　他也与我们分享了在国外的经历，他说，他们在中国

经商，能够享有良好的信誉和口碑有多个要素，一是不欠

税，二是不欠工资，三是不做违法的商品，四是奉公守

法。

　　宗长也观察到目前中国的内需强大，同时人民币的兑

换率近期偏低，这些因素，对产品的出口是有利的。

　　他也忆起他祖父多华宗长在年幼时，经常带他到加东

的旧会所游玩的往事。

　　访谈结束前，为感谢宗长对公会教育事务的支持与热

忱，来德与亚里两位宗长代表公会，将公会近期会讯、85

周年三庆特刊及一座心型雕塑，赠予宗长留作纪念；此

外，公会也诚邀他出席今年正月初九在会所举行的新春团

拜。

两宗亲获颁公共服务奖章

我会的两位宗亲，2016年齐获颁公共服务奖章（PBM），消息

传出，我会理事同仁都感荣幸与兴奋。

　　这两位宗亲是会务顾问思敬与副会长华春宗长。

　　思敬宗长70岁，是马林百列区邻里委员会副主席，在基层服

务历23年，一向急公好义，是大家公认的热心人。宗长也是三益

水族宠物中心董事主席。

　　至于华春宗长（43岁），则是凤山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委

员，在基层服务超过10年，平时也是热心公益，为人所称道。华

春宗长本身名厨出身，也是深利美食馆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两位宗长这次获颁奖章，实至名归，我会在此也为他们祝

贺。

　

天乙宗长（中）访问结束后，与我会两理事亚里（左）及来德合影。

我会参与柔佛 
同宗会祀祖典礼

柔佛古来新山区蔡氏济阳堂2016年12

月18日举行冬祭祀祖典礼暨平安福

宴，我会派出代表参与其盛，加强两地

宗谊。

　　代表我会的是海顺、添丁、超华、

春荣、金山与敬亮五位宗长，我会名誉

会长暨福建济阳蔡氏宗祠总务少林宗长

伉俪也出席。

　　一行上午抵达彼岸会所后，两地宗

亲先互叙亲谊一番，下午1时，再移步

新国泰酒楼品尝福宴。当天活动规模颇

大，宴开百席，与会者都受到蔡子良会

长的热情款待。

　　古来新山区蔡氏济阳堂常年都举行

冬祭冬祭祀祖典礼暨平安福宴，由于与

我会在地理位置上只一水之隔，我会每

年都受邀出席，我会也坚持派代表参

与。不过，本会第62届董事会第5次双月

会议也在同一天举行，以致多数宗长分

身乏术，大有失之交臂之感，我会因此

期望，明年能有更多人赴约。

本会代表敬亮（左起）、春荣、添丁、超华、金山五位宗长及少林宗长夫妇。

本会副会长海顺宗长（右三）在主宾席与宗亲互叙亲谊。

大扫除来好迎春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年关逼

近，千家万户已开始为迎接新

一年进行大扫除，公会亦然。 

　　2017年1月7日，在总务其明宗长

号召下，多位理事及家人参与了会所

的大扫除活动，他们包括健龄PBM、

义山BBM、成展、亚里、秋发、伟

伦、亚賰父子、尚谦、敏华、金山、

锦忠和敬亮等宗长。

　　理事们分工合作，各尽其职，将

会所里里外外，洗涤打扫一番，除旧

祛秽，登时使公会焕然一新。接着，

大家再齐心合力，把大红灯笼高高挂

上，再贴上挂上红彤彤的春联与横

彩，一时，但觉春意盎然，正好也为

隔天的派发敬老度岁金活动，增添多

一分喜庆气氛。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亚賰宗

长当天身体不适，但仍然坚持与其公

子赴会，参与扫除活动。亚賰宗长对

答应了的事情，一定坚持完成的处世

作风，值得大家学习。 

　　公会对理事们无私付出以及热爱

公会的精神，也表示感谢。

亚春父子在聚精会神清理“神灯”。

敏华与义山BBM在研究灯笼的掛法。

┃专访 ┃广播站

┃宗情绵绵

其明的金鸡独立，架势十足。

锦忠与亚里挂上红彩。

思敬宗长（右）接受陈庆炎总统颁发奖章。

华春宗长热心社区事务，获颁服务奖章。

添丁宗长献捐4000元
　　我会外事主任添丁宗长2015年5月22日为长郎友奕完

婚时，捐出4000元予我会充作基金。

　　添丁宗长娶媳不忘慈善，仁风义举，深得我会宗亲

同仁推崇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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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 want to apply 
for bursaries:

I think one reason is 
because throughout this 
whole year, I have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to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I 
can; and the result that I have achieved 
eventually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which was good enough to apply for this 
bursary.

Moreover, I come from middle-
income family, hence we are not too 
rich nor too poor. But with 3 children, 
I wanted to receive money from awards 
and bursary, so that my parents would 
have more money for themselves as well.

I wanted to be able to support 
myself even as I grow up, so that my 
parents do not have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our education fund, and can enjoy 
themselves.

To apply for this bursary also 
because which comes only once every 
year, and since I thought I met the 
criteria, I wanted to try applying for it 
and hope to receive this bursary. It is a 
very rare opportunity to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rest, hence I would want to use 
this chance to show others that my hard 
work paid off to encourage them to spur 
on and never give up. 

周佳蓉

获奖助学金全体同学领奖后，与我会领导一起拍照留念。左五是振祥宗长，左四是添成宗长。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Cai Clan 

Association for awarding me 
the Junior College Scholarship 
for the 2016 academic year. 
The scholarship will, like in the 
previous years, prove beneficial to 
me for various reasons. On a superficial 
level, the monetary value of the award 
will be beneficial for me in the pursuit of 
my studies. It will allow me to purchase 
various reading materials to supplement 
my learning in school. However, as with 
many other things in life, there is more 
than just the materialistic aspect of the 
scholarship.

Beyond the materialistic benefits of 
the scholarship, it is an affirmation to me 
that the effort I dedicated to my studies 
in the entire year paid off. The academic 
rigour of junior college academics 
extends far beyond that of secondary 
school and the difficulty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s such, I had to put in more 
effort in my studies and being awarded 
the scholarship is a sign to me that I have 
reaped the fruits of my labour. 

Furthermore, it is a source of 
motivation for the new academic year 
ahead. As I will be taking 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GCE)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s in 2017, 
I know that I will need to be extremely 

motivated and diligent in my 
work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 Being awarded 
the scholarship allows me 
to recognise that I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ach the desired 
level of achievements as long as I 

put my mind to it. Thus, I am now more 
motivated to do better and maximise my 
potential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Lastly, the scholarship reminds me 
to be thankful of the people who have 
guided and supported me throughout 
the entire academic journey. The success 
of an individual is more often than not a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efforts. It can 
never be attributed to solely the efforts 
of the individual. Being awarded the 
scholarship reminds me to be grateful 
towards my peers, teachers and family 
members who have showed unwavering 
support. That allowed me to focus on my 
studies and perform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ll in all, the scholarship awarded 
to me by the Cai Clan Association has 
helped me in many ways. It is not merely 
the monetary aspect of the scholarship, 
but rather the motivation and affirmation 
it provides. As such,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to the association for awarding 
me the scholarship.  

蔡国乐

加强会员子弟归属感

公会鼓励奖助学金得奖人发表感言
　　为加强奖助学金得奖会员子弟的归属感与责任感，我会从去年开

始，要求得奖人提呈一篇得奖感言。

　　我会也希望，通过他们的文章，可以激励其他会员子弟向他们看

齐，一齐努力，在学业上攀登高峰。

　　在第一次的尝试中，我们共收到五篇感言，学生的反应算是十分积

极。提笔贡献感言的是东恩、家琪、家玮、国乐与周佳蓉，文章当中三

篇是以华文书写。

　　在文章里，不难发现，得奖者都表达了他们对公会的赏识与谢意，

让人感动。他们也承诺在学成后报答公会的恩情，为公会与社会作出回

馈。我会为此深表欣慰。

　　我会也促请得奖学生往后更加努力发表感言，既充实会讯内容，彼

此之间也能互相勉励。

　　我们将这五篇文章，一一发表。

首先，我想衷心感谢蔡

氏公会为同学们颁发

奖助学金。我认为，这是

对同学们在学习上的一种

肯定，更是对我们在学习上

的一种鼓励。同学们业精于

勤，品学兼优，得到了一整

年付出努力的收获。

　　但是，获得了这次的奖

学金，并不代表我们此刻就能骄傲，

将来也不能因失败就此感到气馁。就

像我之前提到的，奖学金不是我们最

终的目标，而是同学们升级而继续努

力的一股动力，相信蔡氏公会也是以

这个观念来主办颁发典礼。

　　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以及各位

蔡氏公会成员的面前领取奖助学金，

是我的荣幸，不过我也深知，今天的

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多亏家人的支持和老师的指

导，我才能够顺利地完成一

年又一年的学业，甚至得到

奖助学金。

　　新加坡济阳公会是由一

代又一代的董事来管理的。

这次获奖并不代表我们荣

誉，其实也是公会的长辈们

对我们的殷切关怀。他们尽全力培养

下一代，所以，我们这些领取奖助学

金的蔡姓同学们，一定要饮水思源，

长大后回报公会，为蔡氏争光。

　　再次感谢公会颁发奖助学金，我

会好好地把金钱花在对学习有益的东

西上。

蔡家玮

蔡欣润同学蔡智轩同学 蔡淑琳同学 蔡涵仪同学

我申请到这份奖学

金，是因为它对

我来说，是一种肯定

与鼓励。肯定我是有

能力的，并体会自己

肯付出努力，定有所

收获。

　　申请到它，对我今后的学习和生

活，具有全面的鼓励作用，再接再

厉，永不言败，以此来鞭策自己，争

取每年的奖学金作为目标，继续努力

奋斗，以答谢父母对我的辛苦栽培与

付出及公会对我的厚爱。做一个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这份奖学金

给了我无限的动力。

蔡东恩

┃奖助学金

得奖感言

得奖感言

佳峻同学代表得奖者致谢词，右是我会副文教主任秋发宗长。会长振祥宗长（右）赠出纪念锡盘予添成宗长，以表谢意。

我感到非常

荣幸能获

得济阳蔡氏公会

的奖学金。有个

说法：“种瓜得

瓜，种豆得豆”

。对我来说，能

够获得奖学金就

是我用功读书的

奖励。它更是我一年努力付出的一种

肯定。这份奖学金会激励我更努力学

习，为自己、父母，以及整个蔡家争

光。我会把奖学金好好的存放在我的

学习基金里。收了奖学金，我觉得自

己长大后有责任回报公会所给过我的

支持与鼓励。

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身为

学生的我们，必须好好念书，为自己

的未来做好准备。我认为成绩只是个

学习的考量，整个学习的过程和个人

的品德更加的重要。若同学们只是仅

仅想在考试中考好成绩，而拚命地读

死书，那是错的。我们应该积极和全

心全意地学习，并学以致用。这样，

我们才能够了解更多的知识。我们也

要记得锻炼身体，因为有了健康的身

心，学习才会事半功倍。

我再次感谢蔡氏公会颁给我这份

奖学金，肯定我的努力与付出，你们

对我的关心，我感受到了，我会继续

努力学习，并牢牢地记住公会给过我

的鼓励与恩惠，将来，我希望能够发

扬蔡氏公会的精神，把所学的回馈社

会。 

蔡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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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的22名子弟，2016年

获得公会颁发奖助学

金，嘉奖与资助他们课业学

习。

　　此外，两名子弟也因为

华文科目考获特优成绩，获

颁奖券鼓励。

　　这一年颁发奖助学金，

最值得一提的，是天乙宗长

特别捐献5000元作为基金，

以完成他亡父的遗愿。天乙

宗长是Swann Industries Pte 

Ltd总裁，他的善心义举，令

人钦佩。

　　另外，我会的同宗团

体——新加坡福建济阳蔡氏

宗祠，也依照传统捐出3000

元作教育基金。

　　高中小学组的奖助学金

颁奖礼是在12月18日举行，

仪式由会长皇室拿督蔡振祥

BBM主持，并诚邀新加坡福建济阳蔡氏宗祠副总务、本会

名誉董事添成宗长观礼。

　　颁奖礼举行前，大会司仪秋发宗长领导全体董事与学

生，一起向蔡氏祖先行三鞠躬礼，以示对先人的尊敬。

　　副教育主任耀坤宗长致欢迎词时，感谢公会每年颁发

奖助学金的善举，为家长减轻负担。

　　振祥会长在致词时，勉励同学们要以克苦耐劳的精神

好好学习，努力学好技能掌握知识，将来才能为国家服

务。

　　他特别感谢天乙宗长捐献5000元及新加坡福建济阳蔡

氏宗祠再次捐献3000元作为本会的教育基金。他透露，由

于天乙宗长有要务在身，未克出席颁奖仪式，让人感到遗

憾。

　　佳峻同学在代表全体得奖者致辞时，感谢宗长的无私

奉献，而在领奖的这一刻，也让他们感到无比光荣与自

豪。

颁发奖助学金  22子弟受惠

大学组得奖学生在获颁奖学金后，与我会的领导人一起合照，左起总务其明、第一副会长健龄、会长振祥、
智轩同学、涵仪同学、淑琳同学、教育主任来德、副会长义山、副会长海顺及财政亚里。

大学组

1 智轩 21岁 国大商业系

2 淑琳 19岁 国大商业系

3 涵仪 21岁 新加坡科技 

       学院工程系 

高中／初院组

1 志昇 17岁 新加坡工院

2 国乐 17岁 立化

中学组

1 奕愷 16岁 淡马锡

2 传扬 16岁 华侨

3 佩姗 14岁 协和

4 佳峻 14岁 颜永成

5 家玮 14岁 南洋

6 家琪 14岁 南洋

7 东恩 14岁 尚义

8 佳蓉 14岁 科兰芝

小学组

1 栩哲 12岁 光华

2 鹏烨 12岁 圣希尓达

3 琦桉 12岁 光华

4 琦晟 10岁 光华

5 宇君 10岁 南华

6 良泽 10岁 万慈

7 轶哲 9岁 光华

8 峻德 8岁 南山

助学金

1 欣润 14岁 新民中学

华文特优奖 

大众书局礼券50元

1 佳峻
2 家玮

　　2016年度高、初中及小学奖助学金，申请者共有20

位。当中18名学生成功申请获得奖学金，一名学生成功申

请获得助学金，一人则未获批准。

  申请到本年度奖助学金的优秀学生，都获颁我会书法

班导师马双禄亲笔挥毫的励志书法字裱一幅，以作为奖

励；会长对此举作出高度的评语，认为这是别开生面的做

法，值得也应继续发扬光大，字裱能让学生永远留作纪

念，使他们记得小时在我会领取奖助学金的美好回忆。

　　会长也赠出锡盘予添成宗长，以表谢意。

　　至于大学组的颁奖礼，则是在8月21日举行，地点同

样在我会会所举行，颁奖礼一样由会长振祥主持。

　　在2016年的得奖者当中，三人获颁大学奖学金，18人

是高中小学组，一人则获助学金。大学奖学金每人获奖

1800元，高中小学组则分别是200元、150元与100元，助

学金则是400元。我会因此共拨款8300元。至于书券则是

50元。

2016年各组奖学金得奖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