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会主席,
奖学金顾问,名誉会长

两光

会讯
④ 2014年12月

时光飞逝，49周年会庆转眼间又到了，
我们很珍惜每一次的相逢。多年来理

事们付诸百分百的真诚去对待会所的每一
件事。宗亲们坚定对公会的信念和决心，
我向你们致以无限的感恩和感激。

会所多年来的成就是下一代的未来，我们
有一批能互相了解、认同公会的你们，是
翁氏总会最大的幸福。你们无私的奉献，
不考虑任何的回报，事事都是以集体利益
为先，没有如果只有想要的结果是我们的
目标。

如今，我们处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不同
的时间，不同的心境，同样的会所境遇；
宗亲们看到的是不同景致，吸取各种经
验教训，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发展的过程
之中宗亲们有了共鸣，点燃了一颗颗宗亲
们的心；热心宗亲们利用新科技的发达，
把总会网站办得有声有色，不断蜕变，努
力提高对会员的服务质量。大家同心协
力，举办各种老中青活动，以新形象推广
会务：如双亲节活动，让我们三代欢聚一
堂，分享欢乐时光，方便会员们联系及分
享资讯，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国庆烧
烤会则让青年组成员有发挥所长的机会，
在理事及会员的鼓励下，年青会员总人数
也逐步增加。宗亲们勇于开拓，使总会的
会务运作提升和进步。

会馆为了准备总会的五十周年金禧纪念
刊，宗亲们也鼓足勇气，克服重重困难，
清理、整理，有条不紊地把所有的六十年
代后旧照片全部数码化；同时我们也把总
会成立至今的逐年的历史资料，整理填足
至最近期，好好的记录及保存下来了，以
让后辈有个清晰的印象，铭记先辈一路走
来的艰苦历程。这是我们最想要看到的，
只有快速果断立即行动才能达到成功。我
们已踏出了最严峻的挑战，居安思危，开
创更美好的前程来回馈族群。我希望所有
会员们踊跃响应五十周年金禧纪念刊，这
是我们宗亲共同记忆的纪念特刊，多蒙会
员宗亲们，响应会员专页，缅怀先人，惠
登广告等，以示支持。

谨此，我祝会所会务蒸蒸日上，再创辉
煌，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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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团拜暨敬老，喜气洋洋聚餐会

活动讯息

新春团拜暨敬老会（甲午年）2014又是一年
团聚时，在这万马奔腾，喜迎新春的一刻，

我们又相约在这里，由翁氏总会主办，六桂堂协办
的第28届新春团拜暨敬老会于9/2/2014(星期日)
正月初十早上11时30分，在本会所举办了祥和热
闹的联欢午宴，会员宗亲及家属和六桂宗亲欢聚一
堂，共叙宗亲情谊，当天席开18桌。会所整个大厅
装饰了节日的彩带，挂满了灯笼，给人红红火火的
感觉。

中午12时30分，在本会名誉顾问、产业信托人烈
强宗长、海春PBM宗长、本会主席两光宗长、六桂
堂名誉顾问洪茂诚BBM、国会议员洪维能宗长以及
六桂堂主席洪静源宗长的带领下，全体理事宗亲共
同祭拜祖先，祭祖仪式过后，各位宗亲与家属相互
恭贺新禧，喜迎马年的到来；随后醒狮团也前来贺
年助兴，当财神爷出现派发糖果时，宗亲们纷纷上
前沾沾财气，场面相当热闹，到处洋溢着欢乐喜庆
的气息。

本会主席两光宗长和六桂堂主席洪静源宗长分别致
辞：欢迎各位宗亲及亲属的热心参与，也希望通过
这样的活动，把中华文化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能代
代相传。

午宴也有邀请歌星演唱助兴，宗亲们围坐在一起，
一边聊着过去一年的收获，一边展望着美好的未
来。接下来大家齐齐“捞鱼生”，把宴会的气氛推
到了高潮，表达了宗亲们对新年的美好憧憬和良好
祝愿。在热闹喜庆的新年歌声的烘托下，整个活动
气氛热烈，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会场上不时
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席间，妇女组还为
大家精心准备了应景的游戏节目，尤其是宗亲理事
的喝啤酒比赛，充满欢乐的游戏把活动又推向另一
个高潮。主席带领全体理事宗亲上台，并邀台下众
宗亲共同举杯，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祝
福会员及亲属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伴随着欢快的歌声，六桂堂名誉顾问、国会议员洪
维能MP宗长向到会的65岁以上的乐龄宗亲及家属派
发敬老“红包”，祝老人家们健康长寿；六桂堂名
誉顾问洪茂诚BBM宗长则向在场的小朋友们派“利
是”，祝小朋友们快高长大，学业进步；本会主席
两光宗长也带领理事宗亲为乐龄宗亲及家属发放小
柑袋，祝愿他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整个团拜呈
现了温馨和谐的气氛。

欢乐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天下没有不散之筵席，
翁氏总会马年新春团拜活动顺利地落下了帷幕，
我们期待来年再聚首，并祝总会马年会务更上一层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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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讯息

翁 氏 总 会 4 8 周 年 及
互 助 会 4 3 周 年 纪 念 联 欢 晚 会

翁氏总会在12月7日，庆祝本会成立48周
年，妇女组5周年、青年组1周年暨颁

发第44届会员子女学生奖励金联欢晚宴，假
巴耶利峇千禧楼举行，本会名誉顾问兼产业
信托人烈强皇冠徽章宗长为会庆贵宾，当晚
席开63席；嘉宾云集，海内外六桂宗亲及本
地社团的朋友们欢聚一堂，会员宗亲新朋旧
友相聚，畅叙宗亲情谊，场面十分热烈气氛
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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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2013年奖学金得主 

活动讯息

翁氏总会欢庆双亲节午餐聚会 01 ‐ 05 ‐ 2014

人间最美是真情，人间最真是亲情，人间最值得珍
惜的莫过于父母对子女的爱，人间最无私的情莫过
于父母对子女的情。又是一年一度双亲节来临之
际，翁氏总会第五届双亲节活动于5月1日在巴耶
利巴千禧楼举行，此次温馨欢乐聚餐会由妇女组、
康乐组共同筹办，在各位理事个宗亲们的热心支持
下，午餐聚会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当天席开22席。

上午11时许，主席两光宗长、总务崕财宗亲，互助
会主席本来宗亲、副主席瑞发宗亲等一早就在千禧
楼迎候各位理事宗亲们，并与他们问候寒暄。在宗
亲们陆续就座后，在敦琚宗亲带来的经典老歌中，
宗亲们的卡拉OK演唱也拉开了序幕。中午12点半
左右，两光主席致词：感谢妇女组、康乐组的精心
筹备，也希望在全体理事的鼎力支持下，总会会务
蒸蒸日上，更寄语年轻后辈能更多地参与总会的会
务和活动，使本会更具凝聚力，会务更上一层楼。
宴会正式开始，一时间，欢笑声、歌声，此起彼
伏，大家共叙宗亲情谊，场面十分温馨，尤其是妇
女组组员为大家表演的集体舞，歌唱比赛，活跃了
现场气氛，穿插其间的游戏节目，更把欢庆温馨的
气氛推上了高潮。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海，世上的衡器多的不
可数，无法丈量他们的深度与广度，透过父母那额
角的皱纹，还有那两鬓的白发，我们能看见那一颗
颗水晶般的心。本会产业信托人海春PBM宗长、会
务顾问任成B宗长、主席两光和各位理事们走上台
前，举行切蛋糕仪式，并举杯祝福在座各位理事们
双亲幸福长寿，家庭美满！活动在欢乐的歌声中结
束。

培育幼苗  饮水思源  回馈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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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中秋欢乐夜 7 ‐ 09 ‐ 2014翁氏总会举办迎国庆烧烤之夜 02 ‐ 08 ‐ 2014

活动讯息

由总会青年组主办，康乐组、妇女组协办的第二届
“迎国庆欢乐烧烤之夜”，在景色宜人的东海岸公
园，如期举行，翁氏总会众位宗亲及家属欢聚在一
起，共同为我们的国家庆生。

当晚，妇女组桦姿宗亲、美珍宗亲、绣駯宗亲一直
热心为各位宗亲烧烤食物，香喷喷的食物令人垂
涎，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她们先人后己的精神，还有
文琛宗亲、维鹏宗亲、凯伦宗亲等也亲自动手，烤
完之后都是先让其他会员及家属分享，大家围坐在
一起畅叙宗亲情谊，共谋总会发展之大计。

此次烧烤获得了各位理事宗亲的大力支持和赞助，
其中：两光宗长赞助苹果、梨、葡萄、龙眼等水果
以及啤酒，志强和绣駯宗亲乐捐100元，还赞助了
咖喱鸡，崕财宗亲赞助了榴莲，维鹏宗亲赞助了马
来甜品-浆罗，本典宗亲赞助了龙眼、红毛丹、山
竹等，尔谦宗亲赞助了黑糯米甜品，海水宗亲的古
早糯米饭，丰富美味的食品，令宗亲们食指大动，
吃得尽兴，聊得畅快。

除了上述各位宗亲，出席这次活动的宗亲亲属还
有：书前宗亲、书标宗亲、朝山宗亲、生禧宗亲、
礼荣宗亲、明贯宗亲夫妇等四十余人。这次活动的
成功举办，要特别感谢青年组主任凯伦宗亲在百忙
中为此次活动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崕财宗亲的周
密布置，以及书前宗亲、文琛宗亲帮忙，搬运所需
之物品到活动现场，没有这些热心宗亲的无私奉献
和爱心，我们的活动，也不可能如此顺利的完成。

希望更多的宗亲积极支持、参与到总会的各项活动
中来，我们也将秉持为会员服务的宗旨，吸引更多
新会员，不断地发展壮大本会。

翁氏总会由妇女组主办，康乐组、青年组协办的第
五届中秋晚会在总会会所如期举行。由于门前政府
正在施工，因此今年无法搭建大棚及邀请表演嘉宾
到场助兴，但这丝毫不影响宗亲们欢庆中秋的心
情，适逢学校假期，当晚有将近百位宗亲及家属朋
友参与了这温馨祥和的联欢晚宴。富有特色的当地
美食均由众位理事或亲自施展厨艺，大家鼎力赞
助，以自助餐的形式呈现给各位宗亲，色香味俱全
的美食，令人垂涎三尺，让各位宗亲大快朵颐，吃
得开心极了。

活动开始前，各位理事宗亲自动自发地提前来到总
会，为活动布置场地，准备礼品礼包，文琛宗亲不
辞辛劳爬上爬下地为灯笼添上彩灯，桦姿宗亲和翁
沈秀春宗亲帮忙切水果。当晚两光主席致欢迎词，
欢迎各位宗亲们的到来。 虽说受场地所限，但各位
小朋友们人手一个可爱的卡通气球，提着灯笼满屋
子穿梭的身影，依然为我们带来欢乐的气氛，各位
宗亲及家属朋友，有的坐在一起聊天，有的在娱乐
室高歌一曲，济济一堂，赏着明月，品尝着美味佳
肴。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整个活动气氛热烈
温馨，让关爱精神传承发展。

又是一年团圆夜，宗亲们汇聚一堂，整个活动其乐
融融，参与的人数也比去年增加了近三成，活动结
束后，每位宗亲都获得一份由理事宗亲们赞助的节
日礼包，带着浓浓满满的宗亲情谊回家。

此次活动所有食品、用品及礼品，由各热心宗亲赞
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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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烈 欢 迎 翁 氏 总 会 新 永久会 员

有成 飏萱 立华国平 金春克福 泌光 锦顺

宗亲感言

20/12/2013 马来西亚柔北六桂堂成立5周年纪念，两光宗长、志强夫妇、书标、书前、
                      礼荣代表本会出席。两光主席个人代表总会报效马币1500元作为他们购买
                      会所之基金，书标、书前、礼荣宗亲等也以个人名义乐捐了款项，表达宗亲
                      情谊。
21/12/2013 马来西亚吧生滨海大演洪氏家族会庆祝成立5周年，两光宗长、志强夫妇、
                      书标、书前、礼荣代表本会出席。
09/02/2014 本会主办，六桂堂协办的新春团拜暨第28届敬老会于本会会所举行，中午
                      12时30分，在本会名誉顾问、产业信托人烈强皇冠徽章宗长、海春PBM宗
                      亲、本会主席两光宗长以及六桂堂主席洪静源PBM拿督斯里宗长的带领下，
                      全体理事及六桂宗亲共同团拜祖先，仪式过后，各位宗亲与家属相互恭贺新
                      禧，喜迎马年的到来。
22/02/2014 雪兰莪洪氏公会庆祝成立53周年，青年团16周年、妇女组14周年、甲午年
                      新春大团拜暨会所扩建启用典礼晚宴，昌发宗长、书标宗亲、书前宗亲、礼
                      荣宗亲等4人代表本会出席。
14/03/2014 新加坡汪氏总会成立75周年纪念庆典晚宴，志强夫妇、尔谦夫妇、崕财、
                      本来、书前、书标、朝山、瑗忆、礼荣、礼发父女等宗亲代表本会出席。
19/04/2014 新加坡延陵吴氏总会庆祝祖佛保生大帝圣寿千秋及成立87周年纪念，本会 
                      尔谦夫妇、志强夫妇、本来、崕财、朝山、书标、书前、桦姿、瑗忆等宗亲
                      代表本会出席。
23/04/2014 文山联谊社庆祝36周年纪念暨天上圣母千秋联欢宴会，尔谦、礼荣宗亲代
                      表本会出席。
10/05/2014 麻属六桂堂32周年庆典，青年团15周年、妇女组10周年纪念晚宴，志强夫
                      妇、崕财、书标、书前、爱治、桦姿、礼荣等宗亲代表本会出席。
31/05/2014 笨珍六桂堂庆祝成立51周年，第九届青年团，第七届妇女组暨就职典礼，
                      志强夫妇、本典夫妇、尔谦、书标、书前、振福夫妇、爱治、桦姿、卫国、
                      礼荣等宗亲代表本会出席。
28/06/2014 中马六桂堂18周年庆暨就职典礼，崕财、书标、书前、文琛、振福夫妇及
                      家属、礼荣等宗亲代表本会出席。
29/06/2014 新加坡江氏总会庆祝成立48周年纪念，本会两光、尔谦夫妇、志强夫妇、
                      本典夫妇、泉粒、梁峰、卫国、南明、桦姿等宗亲代表本会出席。
12/07/2014 南洋洪氏总会复兴第66周年纪念典礼联欢宴会，志强夫妇、尔谦夫妇、本
                      来、书前、书标、桦姿、南明、礼荣等宗亲代表本会出席。

总会会务报告

本会正总务,
  名誉会长

崕财

大家好，首先，在这里要感谢宗亲们这么多年来对会所的关心和帮
助，让我们取得了一点小成就。但是，无可否认的我们还必须不

断的引进年轻的会员，老中青相铺相成，不断提升，才能跟得上网络时
代的潮流，才不会被淘汰。

互联网已从网名，网友进入了网商时代，是经济的大方向。我很希望有
朝一日新一代能将会所的网站不断的发展、演变成为会友网(宗亲)及有
网商功能。以联络宗亲感情及互助，为宗亲们谋福利。

1990年我接替先父延续翁氏总会以及互助会会员的资格，当年，我和宗亲们在会
庆晚宴相遇了。那时，我和大家不相熟，所以总是感觉陌生、尴尬，和宗亲们没说
话，也没话说。2012年我受邀出席委员会会议，我们相识了，相互认识的我们，
多了一点自然，少了一点尴尬。2013年我被推选为理事会的委员，并出席了双亲
节午餐聚会与理事会的就职典礼。
我们就这样相熟了，相熟的我们，多了一份信任，少了一份戒心。至今，我们常在
活动上见面，多了一份像家人般的温暖，少了那份泛泛之交的冷漠，二十三年的时
间，就这样过去了。                                                                                 维鹏宗亲

让我以喜悦及感恩的心境邀请
各宗亲们与我一起来迎接翁氏
总会的第一个五十年佳庆。
我们的心情是不能以笔墨来形
容，各宗亲们无限的奉献与付
出，大家出钱出力，使其会务
蒸蒸日上。
我坚信翁氏总会必定有更多、
更美好的五十年。宗亲们，咱
们给自己一个感恩及鼓励的掌
声。                   泉粒宗亲PBM

会馆里有能干及出色的主席，总务及理事们，
前途无量，发扬我会，造福族群。 
                                                                    桦姿宗姐

趁健康能走能访，多参加总会旅游及活动，
有了建国配套，无须烦恼，大家团结互助。                               
                                                                     本典宗亲

唯有放下，才能腾出双手，获得轻松，抓住真正属于
你的快乐和幸福，与大家分享，携手同行。
                                                                     锈駯宗姐

年轻一代的作风，多改变，多思考，接受改变轨迹；
积极的，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就会发亮。                      
                                                                     梁峰宗亲

常常出席、支持和协助总会组织活动，让我们的活动
多姿多彩，宗亲精神，乐趣无穷。 
                                                                     美珍宗姐

翻阅了翁氏总会创立与成长的历史资料
后，我深深感受到先贤们在团结翁氏族
群及传承中华文化的宗旨上所经历的艰
辛过程。
我更深切体会到各届主席与资深理事们
在延续总会宗旨，并改善会务及扩充覆
盖面上作出的无私付出与贡献。
翁氏总会属于所有翁氏宗亲。希望更多
老中青少年宗亲能踊跃参与，并提供宝
贵意见 ,让翁氏总会能永恒地蓬勃发展 ,
达到源远流长。                   生禧宗亲                                                   

感
谢
加
入



12

新加坡翁氏总会49周年纪念会讯

新会员消息

总会新永久会员：共8名
永久会员：有成、飏萱、国平、克福、
                  立华、金春、泌光、锦顺。   

新互助会会员：共7名
有成宗亲福荫其令堂李暹娟女士等2人。
泌光宗亲福荫其德配梁玮玲、岳母吴秀香
女士等3人。
克福宗亲福荫其德配陈海思女士等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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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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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