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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主席
产业信托人、永久名誉会长

六桂堂主席（2017‐18年）

两光宗长

大海不缺一滴水，森林也不缺一棵树，
但是总会还需不断的招募新会员，加

入翁氏这温暖的大家庭。宗亲们为了团结
宗亲会而努力奋斗，持续培养新一代接班
人，以应付新环境的需求，确保会馆跟上
时代。

我们正迈入科技化时代，成本的增加及高
昂的服务费都是商家们当前的问题。机器
人代替了人工，百业面对消失，员工们
需重新的训练；线上购物商城平台需求的
大增，上网购物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生活习
惯，商家们面对淘汰或关闭；房产及股票
的萎靡不振，数据库数码时代的到来，数
字资产发展势如破竹，各国对它的态度都
在发生大变化，银行开发无现金支付，网
络的使用就在一指之间。整个社会都在鼓
励少用现金付款，现有的科技面对提升或
淘汰，信息的转达，商业的合作分享，建
立了广大地网大数据等等，但新进科技的
开发，的确为商家带来了庞大的新商机。

宗亲们同样得面对和接受新需求，时时学
习新资讯科技，全面善用新技术，改变习
惯性的忙碌生活，这都是时代趋势所致。
会馆更需接受这科技新环境，大家一起进
步。我们需不断的播种，才会有所收获，
有辛勤就能成功，新会员的增加，是为了
会馆转型铺路。虽然只能取得小小的成
绩，但在同规模的社团会馆中，该是很了
不起的好成绩。

理事会很积极的在引进年轻宗亲加入新理
事团队，青年组的活动更为会馆注入新的
活力，他们弥补了年老会员引退的空缺，
让总会员人数达至300人左右。我很希望
有朝一日，翁姓宗亲会能让会务全面发扬
光大，更上一层楼。虽然后辈们大都受惠
于先贤的奉献，但大家还得面对生活越来
越现实、发达迅速的社会挑战。我们只要
能秉承先贤拼搏的精神，以更宽大的包容
心，不在乎他人的闲言杂语，互相扶持鼓
励，持之以恒，就能继续壮大及团结宗亲
会，为宗亲、会馆及社会继续作出贡献。

主  席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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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翁氏总会51周年会庆 10‐12‐2016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翁氏总会在巴耶利峇
千禧楼设晚宴庆祝成立51周年会庆，互助会46周
年，妇女组8周年和青年组4周年，同时颁发第47
届会员子女勤学奖励金。当晚席开68桌，裕廊集选
区国会议员洪维能宗长受邀担任宴会贵宾。

主席两光宗长致词感谢晚会贵宾，海内外六桂宗亲
的热烈支持；宗亲们齐心协力，以宗亲会利益为
先，一步一脚印的迈进，心里很是感激。主席更
希望短期内会员总人数能突破300位。宴会上也颁
发新名誉会长证书于文琛，凯彬与伟斌等宗亲。
本会会务顾问任成（B)和本立宗长受邀颁发第47届
（2015年度）会员子女勤学奖励金给各小学、中
学组及高中、理工组及大专组，全体学生们过后也
与颁奖宗长合照留念。

总务崕财宗亲在会上感谢宗亲们一起把会务推向高
峰，大家见证了会务转型的过程，在举办活动组织
方面都做到事半功倍，合作默契，这是宗亲们经年
累月，一点一滴的积累经验所得到的成果。

宴会场面很是热闹，喜悦气氛浓郁。翁氏全体理事
宗亲们和贵宾上台合照后便和每桌来宾们一起互相
敬酒。

最后，主席两光宗长祝福宗亲们在新的一年，家庭
美满幸福，身体健康和事事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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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翁氏总会51周年会庆 1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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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思源  

                   回馈总会

庆祝翁氏总会51周年会庆 1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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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讯息

二月四日，农历正月初八，翁氏宗亲理事们聚集于
会所一起祭拜祖先、祈福。仪式后，两头双目炯炯
的舞狮随着舞动狮身，在会所大厅绕场一周，象征
新春迎新去旧。当大伙儿围站见证采青时，只见狮
身扑在地上静止不动，片刻后，又全身再度跃起，
腹下的柑橘已呈单瓣，拼成一个单字"旺"，意思是
祝福宗亲们大家来年行好运。

紧随新春祭祖仪式，隔天二月五日适逢星期日，
翁氏总会与新加坡六桂堂连同六桂各姓兄弟（洪、
江、翁、方、龚、汪）宗亲组织，于花拉公园千
禧楼设有新春团拜暨敬老会午宴，款待各自会员宗
亲。约有350多位宗亲族人欢聚于一堂，宏茂桥集
选区议员洪鼎基宗长受邀担任宴会主宾。

随着前年年底六桂中的龚氏公会成立，使六桂各宗
亲组织各有本姓氏公会。所以，去年是六桂第一次
联办新春团拜午宴，今年是第二年大家再次联办新
春团拜宴。

宴会上，翁氏总会主席、六桂堂主席翁两光宗长发
言时，他呼吁六姓宗亲组织极积鼓励各自的年轻会
员加入六桂堂这个大家庭。因为这将更能让年轻一
代加强自身宗亲传统与文化的认同。他也希望六桂
组织接下来不仅联办新春团拜宴，也能携手联办中
秋联欢会，大家一起共庆团圆喜庆。

祭祖、新春团拜暨敬老会午宴 04‐0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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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亲节午餐聚会暨理事会(2017－18)新理事就职典礼 01‐05‐2017

5月1日，翁氏总会属下的妇女组与康乐组经精心
策划于巴耶利峇千禧楼举办了一场“双亲节午餐聚
会”。当天活动适逢举行第36届暨互助会第31届
（2017－18）新理事就职典礼，近220位会员宗
亲及家属也到场相聚一堂支持参与这项活动，见证
我会重要典礼的一刻。

就职典礼于中午时分开始，在名誉顾问海春PBM宗
长监誓下，全体理事由第4次连任总务崕财宗亲率
领宣读誓约，并誓言将竭尽所能、大公无私与尽心
尽力地为会馆与宗亲们服务，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
献。之后，同仁一一在宣誓册上签名，进一步作出
承诺，整个庄严仪式在财政职务交接后才正式圆满
完成。海春PBM宗长也祝福总会会务更上一层楼。

庄严肃穆的就职典礼过后，全体理事集体拍照留
影，双亲节宴会便正式开始。午宴除了丰盛佳肴
外，席间也举行每桌共切蛋糕仪式，祝福父母们身
体健康、生活幸福，让会场充满温馨的气息。

自2009年，两光宗长不负众望，连续4届蝉联总
会主席。他在致词时，欢迎金禄、昌和、泉来、凉
平、春沐、安士和飏婷等7位宗亲新理事的加入。
他也希望接下来两年的任期能够吸引更多年轻宗亲
加入本会，并期望和理事们携手推展会务和筹办活
动，继续实践总会宗旨，把总会的招牌擦得更亮。
以此同时，他祝大家双亲节快乐、家庭美满和身体
健康。由于安排上的缘故，主席也通知大家今年会
庆庆典活动会在12月份的第3个周六举行，但是祭
拜祖先日还如同往年，在第2个周六，12月9日中
午举行。

妇女组主任桦姿宗姐在会上致感谢词时，提到父
母给予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因此提醒大家鞭策
自己－何时感恩！并祝福天下的爹娘们，双亲节快
乐，你们辛苦了！

午宴在下午三时结束，当大家步出宴会厅时，都能
感觉到这是一个阳光明媚、具有意义的相聚日。

活动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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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讯息双亲节午餐聚会暨理事会(2017－18)新理事就职典礼 0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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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举办烤肉会 05‐08‐2017

8月5日青年组于东海岸主办了第五届烧烤聚餐晚
会，感谢青年组主任昌和宗亲为我们周详安排，井
井有条的协调有关烧烤需备的食物、饮料及搬运用
具等。在妇女组及多位宗亲们的配合协助下，紧密
的分工合作，安排了好多美味食物，有沙嗲、香
肠、鲜虾、乌打、米粉、咖喱鸡和水果等美食。

傍晚六点过后，约60位宗亲们从不同的地区相约集
会，新宗亲会员及家属也出席聚餐支持此活动。宗
亲们大家围坐在一起互相问好，青年组主任昌和、
文琛宗亲和妇女组宗姐们忙着烧烤、品尝精心准备
的美味，让大家都吃的津津有味。

烧烤聚餐晚会结束前，拍了团体照作为留恋后，主
席两光宗长及青年组主任昌和宗亲颁发了印有总会
会徽的精美杯子及水瓶赠送给当晚的出席者。

活动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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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举办中秋欢乐夜 30‐09‐2017

9月30日傍晚六时，翁氏总会由妇女组主办，康乐
组及年组协办的第十一届中秋晚会在总会会所正门
前搭建帐篷如期举行。晚会有表演嘉宾到场助兴和
卡拉OK，晚会适逢学校考试期间，但这丝毫不影
响宗亲们欢庆中秋的心情。

今年总会以自助餐的形式呈现给各位宗亲，当晚
有近60位宗亲及家属响应支持活动。各理事宗亲
都自动自发地提前到达总会，热心地为活动布置场
地，有的在舞台上高挂灯笼以增添气氛，有的则准
备礼品礼包，桦姿宗姐和翁白秀珍宗姐协助负责切
水果。主席两光致词欢迎各位宗亲们的支持参与，
鼓励宗亲们继续携带家属及朋友出席总会活动，过
后，小朋友便上台挑选他们喜爱的电子灯笼。团体
照过后，大家就提着发出不同音乐的灯笼穿梭在人
群中，为中秋晚会带来欢乐的气氛。而在场的老少
宗亲、家属朋友则一起欢聚聊天，观赏明月，品尝
着美味佳肴，其乐融融。多位宗亲们也参与中秋剥
柚子游戏，随后大家踊跃上台高歌一曲，让整个中
秋活动热闹的气氛充满温馨。

妇女组主任桦姿宗姐感激宗亲们的抽空参与，乘这
花好月圆佳节大家来团圆，更祝福宗亲们身体健
康，事事如意。活动结束后，出席的宗亲及家属都
带着理事们准备的礼包及满满的宗亲情谊回家。

活动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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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举办福建省五天四夜游 02‐11‐2017

11月2日早上7点，总会宗亲们一行18人集合于
樟宜机场第一大厦，准备飞往福建省最著名、
素有“海上明珠”美誉的滨海城市—厦门。

隔天早餐后，宗亲们先出发前往“中国十大魅
力名镇”—泰宁，搭乘竹筏漂流上清溪，上清
溪景色秀丽，号称有“九十九曲八十八滩”，
水面最宽处不过20米，最窄处只容双排通过。
两岸人迹罕至，森林茂盛，方圆几十里内仍保
持原始状态，形成弯多，滩急，漳深，山高，
林密，峡逼的特点；参观状元街青铜雕塑群、
状元文化广场，漫步尚书第古街。

第三天，翁氏宗亲们受邀前往莆田市北高镇竹
庄村翁氏祠堂祭祖。午餐后，再前往科榜村进
宝殿坐落于依仁里科榜乡（今龙门镇榜寨村科
榜）凤凰山顶。

第四天早餐后, 大家便启程到安溪，拜访湖头翁
氏宗祠，午餐后游览清水岩（清水祖师）、城
隍庙、中国茶都。品尝了安溪官桥豆干和湖
粉，后前往厦门入住酒店，在中山路自由活
动，尽兴购物。

第五天早餐后，宗亲们也逛了当地菜市场，直
到中午时分，大家才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收拾
行李，驱车到南普陀享用素宴后，前往机场乘
搭航班返回温暖的家园。

活动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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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016  农历正月初七中午12时正，总会在会所盐官堂举行祭祖仪式。当晚在千禧楼
                     （巴耶里峇）庆祝51周年，互助会46周年，妇女组8周年及青年组4周年会庆纪念
                       晚宴，席开68桌，敦请裕廊集选区国会议员洪维能宗长为大会贵宾。庆典上主席
                       两光宗长颁发了新名誉会长证书，任成宗长与本立宗长分别颁发会员子女奖励
                       金，当晚有歌星演唱助兴，会员宗亲与海外六桂宗亲、至德宗亲及社团代表欢聚
                       一起，场面十分热闹。

04/02/2017  农历正月初八中午12时(星期六) 在本会盐官堂举行新春祭祖仪式。当天聘有瑞狮
                       助兴，宗亲理事及多位宗亲出席参与仪式。

05/02/2017  农历正月初九中午12时 (星期日) 总会与新加坡六桂堂，南洋洪氏总会，新加坡
                       江氏总会，南洋方氏总会，新加坡龚氏总会，新加坡汪氏总会联办丁酉年新春
                       拜，同时本会颁发31届敬老会红包给年满65岁宗亲及家属，也颁发给会员子女
                       新春红包，当天总共筵开35席，本会开15席，和六桂宗亲欢聚在一起，场面十
                       分热闹。

18/02/2017  琼崖翁氏公会中午12时正在本会盐官堂庆祝丁酉年新春祭祖仪式。当晚设宴邀
                       请本总会及互助会理事出席。

19/03/2017  本总会及互助会中午12时正在本会烈强堂/海春会议厅，召开2017年常年会员大
                       会，并报告2016年全年会务及财政收支概况。会议后选举总会第36届及互助会
                       理第31届新理事初选开票会议。

16/04/2017  召开总会第36届（2017-2018）年互助会理第31届（2017-2018 ） 新理事
                       复选会议。顺利完成选举新主席、总务、财政及各理事职位。

01/05/2017  总会第36届及互助会第31届新理事于千禧楼（巴耶里峇）举行就职典礼仪式。
                       敦请本总会名誉顾问及产业信托人海春PBM宗长为监誓人，总会及互助会众理事
                       宗亲在监誓书签名及拍照，后由妇女组主任桦姿宗姐宣布第8届双亲节午宴开
                       始，并有艺人歌唱及游戏节目助兴，席开22桌。

05/08/2017  本总会青年组及妇女组下午4时正于东海岸联办第五年烤肉会，出席宗亲及家属
                       约60位左右。

30/09/2017 本总会妇女组及康乐组联办第11届中秋节集餐晚会。出席宗亲及家属约60位左
                      右，备有卡拉OK艺人歌唱及游戏节目助兴，同时公会也准备了丰富美味的自助
                      餐和礼袋赠送给出席者，场面很是热闹。

总会会务报告

本会正总务 
名誉会长

崕财宗亲

尊敬的宗亲们，感谢大家一向来对总会的无私奉献，宗亲之间就是
一个缘字，宗亲情只是一个心字。我们很感激宗亲们一旦加入了

翁氏大家庭后，就不想掉队，宗亲们心系公会，凭着各自的社会经验和
智慧，大家一起在这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道路上，共同并肩前进。

总会在这几年的转型过程中，宗亲们为会馆付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还需与时俱进，面对全球性经济的新趋势、大洗牌的到来。理事会
很希望会馆有更多的翁氏家族们加入我们的宗亲会，一起把会务推向高
峰，我们相信凭着翁氏宗亲们的坚定和踏实的毅力，将会创造无限的奇
迹，为宗亲会谋福利，对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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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会务报告

宗亲感言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出席翁氏总会
双亲节午餐宴会。双亲节是孝敬
和感恩父母双亲的活动方式之
一。它让宗亲会员们表达了对父
母的关心和敬爱。午宴也同时让
宗亲们如大家庭的聚集一堂，加
强了彼此的交流和联系。我觉得
很有意义，是值得大家支持和参
与的活动方式。

当天，我可以感受到参与组织这次双亲节午
宴的理事宗亲们的热诚和努力，把整个午宴
流程做得非常成功，很是感谢。 

希望宗亲会员们继续再接再厉，支持总会活
动。在此，我祝福宗亲会员们明年会更好。

                                                       金禄宗亲                                                                         

我很感谢主席两光宗长的盛情
邀请，有幸参加这个非常有意
义的翁氏双亲节庆祝活动。我
的父母亲也很开心当天的活动
及安排。

我更欣赏总会的核心及用心！
祝福翁氏总会再创新高，事事
顺心！ 

                                                  Serene Ong 翁诗钰

总会有派宗亲，代表出席海内外六桂宗
亲团体交流活动：

01/01/17 新加坡下坂乡庆祝三代祖师爷圣诞
                 千秋晚宴。

06/02/17 印尼廖内吉里汶县六桂堂庆祝15周
                 年纪念晚宴。

01/04/17 印尼廖岛吉里汶县江氏家族会庆祝
                  24周年纪念晚宴。

20/04/17 文山联谊会庆祝天上圣母千秋及39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03/06/17 笨珍六桂堂庆祝54周年纪念并颁发
                 第31届大专助学金联欢晚宴。

17/06/17 中马六桂堂庆祝21周年会庆，妇女
                 组10周年，青年团9周年及歌唱公
                 开赛纪念联欢晚宴。

07/07/17 南洋洪氏总会庆祝成立69周年纪念
                 及46届大专、高中、小学奖学金及
                 35届大专助学金联欢晚会。

12/08/17 雪兰莪洪氏公会庆祝成立57周年，
                 青年团20周年，妇女组18周年及
                 新届理事就职典礼。

新永久会员

新名誉会长

浩元

炜杰

金禄 春沐

思宁

岁华金成

欢迎大家
感谢加入

影霖俊扬

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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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新 会 员

总会新永久会员：共8名
                             浩元、俊扬、思宁、 
                             影霖、炜杰、狄威、
                             金成、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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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两光
永久名誉会长：昌发、青山、两光、君清
法律顾问：士钧律师、飏婷律师 
医药顾问：文卿医生

名誉会长：景聪PBM 汉文 文龙 尔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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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生 炳鸿 金龙 宗斐
                  书标 崕财 仰勳 志强 朝山 南明
                  瑥钊 文业 亚桐PBM 添进 诗植 
                  汉源 书前 本成 本典 本铧 镇津   
                  德祥 振坤 柏林 梁峰 瑗忆 卫国
                  国成 本来 生禧 本权 桦姿 
                  文忠(B) 维鹏 光章 福俤 英晃 
                  海水 美泉 春成 文琛 凯彬 伟斌 
                  金禄 春沐

总会第36届（2017～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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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炳鸿、朝山、柏林
正总务：崕财  副总务：维鹏、光章 
正财政：添进  副财政： 梁峰 
正康乐：本典  副康乐：瑗忆 
正福利：国成  副福利：海水 
正中文书：文琛  副中文书：书策 
正英文书：伟斌  副英文书：国伟 
正交际：书标  副交际：树发 
正查账：金禄  副查账：振坤 
理事：本成、生禧、凯彬、文业、立华、
           增才、春成、泉来、凉平 
妇女组正主任：桦姿  副主任：翁白美珍  
                                                 爱治
青年组正主任：昌和  副主任：凯伦、家辉
奖励金顾问：尔谦  奖励金主任：炳鸿
互助会第31届（ 2017～2018年度）理事表 
正主席：卫国 
副主席：瑞发、书前、本来 
正总务：金镇  副总务：健初 
正财政：文忠(B)  副财政：汉文
正查账：金禄  副查账：振坤  
文书：瑞发
理事：礼荣、振福、锦华、亚桐PBM、
           南明、春沐、安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