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会主席,
奖学金顾问,名誉会长

两光

会讯
③ 2013年12月

总会成立至今已48载，这几年来在众
位理事宗亲不断的积极参与活动，与

时俱进，不断改革与提升来服务会员，会
所会务的扩展，一路走来的艰辛，尤其在
招募年轻会员方面，理事们进一步壮大队
伍，使会员年轻化，同时我们的青年组也
顺利成立，他们也响应今年国庆的庆祝活
动，举办了“迎国庆烧烤之夜”，在理事
们及家属的协力合作下，反应热烈，获得
了圆满的效果。

在这充满不稳定经济因素及迅速改变的社
会，理事们沉住气，少抱怨，多改变的态
度，克服困难，努力走出逆境，会员们对
于会所的各项活动，还是乐于捐助，尤其
是奖励金的颁发，一直以来都没有间断，
体现了总会一直秉承的中华民族尊师重道
的传统美德，鼓励会员子女努力求学，为
会所培育幼苗，为国家培育英才，也希望
各位奖励金得主能积极参与会所活动，回
馈会所，为会所的长远发展及壮大做出应
有的贡献，为传承中华文化尽一份力，也
为社会的繁荣做出应有的努力。

在此感谢会员理事们付出宝贵的时间，我
们会确保你们付出的时间是值得的，我希
望更多未加入的宗亲能参与进来，团结一
致，互相关怀帮助，提供更多的宝贵意见
和建议，使会所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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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的活动以及会务蒸蒸日上，充满了活
力，这一切的成功，是我们有一批乐于奉
献，不计回报，热心会务的理事们，靠他
们的经验、行动和包容，为总会不断的自
我创新所取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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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2月17日,正月初八上午11时
正，本总会举办2013年敬老会暨新春

团拜聚餐会，当天席开十桌，会员及亲属近百
人参加聚餐活动。        

新春团拜暨敬老，喜气洋洋聚餐会

活动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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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8月13日,由妇女组率领主
办并与红十字会顺利的完成联办

的爱心捐助活动。众理事宗亲发挥了高
度的友爱精神，积极响应，热心捐助，
瑗亿宗亲还另捐助多样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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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讯息

翁 氏 总 会 4 7 周 年 及
互 助 会 4 2 周 年 纪 念 联 欢 晚 会

翁氏总会在12月8日，庆祝总会47周年、
互助会42周年、妇女组4周年纪念、总

会青年组成立暨颁发第43届会员子女奖励金
联欢晚宴。中午12时在本总会举行祭祖仪式，
晚上假于千禧楼酒家（巴耶利峇）席开53桌庆
祝。大会贵宾为烈强皇冠徽章宗长，当晚主席两光
宗长颁发新名誉会长证书及颁发扩建会所乐捐
$3000以上者，发感谢状证书予理事宗亲们。
海春PBM宗长颁发第43届（2011年度）会员子
女奖励金，宴会上有卡拉OK来助兴，场面十分
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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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讯息

翁氏总会欢庆双亲节午餐聚会 05 ‐ 05 ‐ 2013

在5月5日,妇女组组办第四届双亲节庆祝活动假
千禧楼暨新理事就职典礼后正式举行，席开20
桌，为活跃气氛，宴会除了备有卡拉OK及游戏
节目让会员宗亲阖家同乐之外，也聘请歌星到
场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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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出席笨珍六桂堂五十周年宴会 01 ‐ 06 ‐ 2013

翁氏总会峇杜巴辖旅游 06 ‐ 07 ‐ 2013

印尼廖省吉里汶县六桂堂 23 ‐ 0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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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欢聚一堂庆中秋 14 ‐ 09 ‐ 2013

翁氏总会举办迎国庆烧烤之夜 03 ‐ 08 ‐ 2013

活动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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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福建寻根祭祖游 15至20 ‐ 11 ‐ 2012

世界六桂宗亲恳亲会 26至28 ‐ 10 ‐ 2012

参加世界六桂宗亲恳亲会妇女组组员合照参加世界六桂宗亲恳亲会全体理事合照

福建安溪翁氏祖先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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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烈 欢 迎 翁 氏 总 会 新 永久会 员

建勇

致敬爱的翁氏宗亲们，
      为了鼓励大家积极参与翁氏宗亲招募新会员活动，我们已准备特
别奖以奖励宗亲们的努力，感谢您们对总会的付出。详细信息请电
秘书处 674 46235。                                                                                                                     
                                                                                                               翁氏总会敬邀

钿棱 书洽向荣 福全子洋 秀燕 文德

传凯
飏慧
福俤
诗专

感 加
谢 入
宗 总
亲 会

活动讯息

世界翁氏总会 ‐ 泰国政府批准
颁发证书仪式庆典 13 ‐ 10 ‐ 2013

翁氏总会越南游 15至20 ‐ 10 ‐ 2013



11

www.weng.org.sg Email: info@weng.org.sg

15/01/13 新加坡下坂乡庆祝三代祖师圣诞联欢宴会，本会有派宗亲代表出席。
19/01/13 印尼廖省吉里县六桂堂庆祝本堂成立第11周年纪念暨举行第6届理事会就职典  
                  礼仪式，本会有派宗亲代表出席。
23/03/13 印尼廖岛吉里汶县江氏家族会庆祝本会成立第20周年纪念，并呈献卡啦歌唱节
                  目助兴及幸运抽奖，本会有派宗亲代表出席。
21/04/13 新加坡江氏总会庆祝本会成立第47周年纪念暨颁发奖学金联欢午宴，本会有派
                  宗亲代表出席。
27/04/13 新加坡延陵吴氏总会庆祝祖佛保生大帝圣寿千秋暨本会成立86周年纪念联欢宴
                  会，本会有派宗亲代表出席。
20/05/13 本总会名誉会长，互助会副主席书前宗亲令德配陈绍梅夫人逝世；
                  22/05/2013 本会登报敬挽，23/05/2013 宗亲当晚也出席吊唁。
01/06/13 笨珍六桂堂庆祝成立50周年金禧纪念联欢宴会暨颁发第九届大专助学金晚宴，
                  本会有派宗亲代表出席。
15/06/13 中马六桂堂庆祝17周年庆联欢宴会，本会有派宗亲代表出席。 
12/07/13 南洋洪氏总会复兴第65周年纪念暨颁发第42届大专、高、中、小学奖学金及
                  第31届大专助学金宴会，本会有派宗亲代表出席。 
31/08/13 芽笼士乃区庆祝国庆48周年晚宴，本会有派两位宗亲代表本会出席。
13/10/13 泰国世界翁氏总会荣获泰国内务部注册批准，举行颁发证书仪式庆典，本会有
                  派两位宗亲代表本会出席。

17/03/13 本会暨互助会召开2013年常年会员大会，报告2012年全年会务及财政收支概
                  况。过后选举总会第34届及互助会第29届新理事初选开票会议。   
14/04/13 召开总会第34届 (2013-14年度) 及互助会第29届 (2013-14年度) 新理事
                  复选会议。  
05/05/13 总会第34届暨互助会第29届新理事就职典礼于千禧楼(巴耶利峇)。
                  敦请烈强皇冠徽章与海春PBM两位宗长为监誓人。  

自从我被推选担任总会总务之职至今，在名誉会长、理事及会员宗亲们的
信任与支持下，尤其是两光主席出钱出力及英明指导下，使会所会务蒸

蒸日上，会馆面貌焕然一新，活动增加了，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会员参与会所
的活动，对壮大及吸纳新会员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每当举办活动时，看到很多新面孔的出现，我感到欣慰不已，这证明我们理
事的辛勤奉献及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这也让我们更加明了先辈宗亲们设立
会所的宗旨：敦睦宗亲，团结互助。会员宗亲对会所活动的热烈支持与参
与，促使我们更加积极努力地组办各项活动，给会员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平
台，及时给会员各项活动的信息，增进了宗亲的情谊。
从今年起，我们也开始尝试一些新的举措，以加强会所与宗亲之间的联系，
希望会员宗亲把会所当成自己的另外一个值得信赖并能带来快乐的另一个
家，如：传递生日祝福，及时在总会网页上发布最新活动和信息；总会重新
装修后，娱乐设施是对会员全面开放的，欢迎各位宗亲莅临。除了本会的活
动，也欢迎会员宗亲参加本地及海外六桂宗亲的活动，相关信息可致电总会
秘书处。

总会会务报告

翁氏总会两光主席和青年组理事合照

本会正总务,
  名誉会长

崕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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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员消息

总会新永久会员：共12名
永久会员：传凯、飏慧、建勇、钿棱、
                  向荣、子洋、福俤、书洽、
                  福全、诗专、秀燕、文德。   

新互助会会员：共2名
庆田宗亲福荫其令堂陈宝玉等2人；
朝山宗亲福荫令德配1人。

名誉顾问：烈强皇冠徽章、海春PBM、秋夏仔
会务顾问： 任成(B) 本立
产业信托人：烈强皇冠徽章、海春PBM、
                     秋夏仔 
永久名誉会长：昌发、青山
法律顾问：士钧律师  医药顾问：文卿医生
名誉会长：景聪PBM 汉文美仔 文龙 两光 
                  尔谦 荣辉 增才本泉 金发(B) 
                  亚忠 永谅 锦华 瑞荣 泉粒PBM 

                            全波 泽峰PBM 瑞发 秋华 金水(C) 
                  佛生 昌霖 炳鸿 金龙 雅志 宗斐
                  书标 亚峇 崕财 仰勳 志强 朝山
                  南明 瑥钊 文业 亚桐PBM 添进 
                  金光 诗植 汉源 朝柯 书前 本成 
                  本典 本铧 君清 镇津 德祥 文炳
                  振坤 美美 国明 梁峰 瑗忆 卫国
                  国成 文忠(A) 本来 生禧 本权 
                  桦姿 文忠(B) 维鹏 光章 维庚 
                  福俤

总会第34届（2013～2014年度）理事表 
 
主席：两光     
署理主席：尔谦 
副主席：泉粒PBM、志强、秋华、
               雅志、泽峰PBM

正总务：崕财  副总务：添进、梁峰 
正财政：朝山  副财政：光章 
正康乐：本典  副康乐：瑗忆 
正福利：卫国  副福利：书标 
正中文书：文琛  副中文书：书策 
正英文书：维鹏  副英文书：国伟 
正交际：南明  副交际：汉文 
正查账：敦严  副查账：文业 
妇女组正主任：桦姿  副主任：翁白美珍  
                                                 翁郑锈駯
青年组正主任：凯伦  副主任：家辉
理事：美美、本成、本权、生禧、伟斌、
           志强(A) 、 凯彬、瑞春、柏林 
奖学金顾问：两光   奖学金主任：炳鸿
互助会第29届（ 2013～2014年度）理事表 
正主席：本来 
副主席：炳鸿、瑞发、书前 
正总务：金镇  副总务：增才 
正财政：树发  副财政：宝雄 
正查账：敦严  副查账：文业  
理事：振坤、振福、德祥、国成 、锦华、
           亚桐PBM 、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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