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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S L E T T E R

              本会主席
产业信托人、永久名誉会长

两光宗长

翁氏总会成立至今已步入了54周年庆，在这些年里见到
理事们默默的付出，很是感激。总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已

成为一种常规，更是宗亲们每一年必会参与的活动。除了周
年庆典活动外，总会每年都会主办新春团拜、双亲节、BBQ
燒烤会，中秋提灯笼活动。宗亲们主办的活动，越办越精
彩，事半功倍，很是欣慰，这更要感谢所有在一起成长，一
起拼搏，一起努力的理事及宗亲们，大家在一起参与活动的
日子是充满快乐的，我们一起为会所捐献及奋斗的日子是难
忘的，理事宗亲们一直以来对总会热诚支持，衷心感谢。

转眼间又将跨过另一个年度，回首过去，虽然不是轰轰烈烈
的战绩，但以目前全球性经济的影响，也算是经历了一段不
平凡的考验与磨练。理事会一心想办好的活动，都能功德圆
满的完成。

2019年，一切的努力将己成过去，在新的一年里我有信心
各位理事们必定能克尽职守，再次为总会的会务添加新的色
彩，大家再接再厉，奋发向上，以不辜负宗亲们的信任。

总会有今天的成绩是跟领导和理事宗亲们的协助分不开的，
我藉此机会，向对我们总会会务发展给予有力支持的宗亲朋
友们表示感谢。祝愿宗亲们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平安。

主 
席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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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翁氏总会53周年会庆 08‐12‐2019

翁氏总会于2018年12月8日（星期六）庆祝成立
53周年。当天中午12点，主席两光宗长与理事、
宗亲们在会所的盐官堂敬拜祖先，祈求保佑大家平
安、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晚间7点30分假巴耶利
峇千禧楼设宴招待。受邀嘉宾有会员宗亲、海内外
六桂团体、至德团体以及社团代表。特邀本会名誉
顾问兼产业信托人海春PBM宗长为大会主宾及新加
坡六桂堂名誉顾问、裕廊集选区国会议员洪维能宗
长为特别嘉宾。

主席两光致欢迎词时，分享他回顾加入总会这33年
来所见证的发展里程碑。他感谢宗亲、理事同仁这
些年来对总会的支持和付出，并期盼宗亲们再接再
厉为总会做出贡献、积极参与来年的活动。随后，
他颁发委任证书给医药顾问狄威医生和两位名誉会
长、昌和宗亲和黎娟宗姐。接着，由财政添进宗亲
代表总会颁发慈善基金于KDF。活动中，大会主宾
海春PBM宗长致词，他赞扬宗亲们多年来致力于延
续总会的会务发展。洪维能宗长在致词时，则以有
趣互动的方式，向嘉宾透露明年政府为纪念新加坡
开埠200周年里程碑，将和多个宗教团体、会馆、
学校等组织举办一系列活动。揭开序幕的是1月28
日在新加坡河岸举行的灯饰活动、年中在福康宁山
举行的展览等，让访客了解我国的历史。

本届的会员子女勤学奖由会务顾问任成宗长颁发。 
目前就读大学的奖励金得主传凯同学在发表得奖感
言时说：他十分感谢翁氏总会设立这个奖项，来推
动和鼓励学生们不断向上学习。他也希望得奖的同
学能够饮水思源、在不久的将来为总会的会务出一
份力、回馈社会。颁奖仪式过后，司仪集合得奖同
学来个团体照，把这重要的一刻捕捉下来，留为永
恒。

总务崕财宗亲致词时，感谢嘉宾们腾出宝贵的时间
来参加今晚的庆典，给总会打气。他示意总会需要
更多资源来推动活动，并希望更多翁氏族人参与总
会的会务，注入勃勃生机，让活动更多姿多彩。

当晚席开60桌，晚宴会场充满着欢腾气氛。宾主
们除了享用美食和观赏歌台艺人演唱，也在宴会上
互相问好、交流，加强了宗谊。执委和全体理事也
上台举杯向嘉宾祝福。晚宴直到10点30分圆满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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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翁氏总会53周年会庆 08‐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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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讯息

饮水思源  
回馈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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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讯息

2019年2月16日星期六， 农历正月十二日早上11
点30分，翁氏总会与琼崖翁氏公会第一次在总会盐
官堂统一举行传统新春敬拜祖先仪式。当理事宗亲
在祖先案前摆放好五牲、祭品及金银纸帛，欢腾的
锣鼓声开始响起。那是醒狮团带来开年的祝贺！随
着财神爷在会所大厅派送绒布猪娃娃，祝福大家兴
旺好运、诸事顺意。主席两光与柏林带领众宗亲向
祖先上香敬礼，祈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隔天正月十三日中午，翁氏总会与新加坡六桂堂其
他五姓（洪、江、方、龚、汪）宗亲团体在千禧
楼（花拉公园）联办新春团拜暨敬老会午宴。今年
有300多位宗亲和家属出席，大会贵宾为洪茂诚宗
长。第一道上桌的是举足轻重的"捞鱼生"。随即司
仪逐一解说每样配料的吉祥含义，每桌的代表按顺
序把鱼生、酱料、配料置入盛着各种鲜果蔬菜盘
中。紧接司仪一声 "捞啊" 的号召下，大家举筷同
捞，把盤里的食材高高捞起，一边捞一边兴高采烈
的大声高喊："年年有余"、"心想事成"、"步步高升" 
发啊！发啊！发啊！顿时春的喜悦笼罩了整个宴会
厅。宗亲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观赏歌手们在台
上的表演。午宴其间，主席两光和大会贵宾洪茂诚
BBM宗长到各个桌席给六桂宗亲逐一贺年，并派发
红包，祝大家财运兴旺。随后，总会署理主席尔谦
宗亲和理事给已报名登记且符合条件的年满65岁翁
氏宗亲和家属献上敬老会红包，以示敬老尊贤。

两光宗长致词时表示今年出席午宴的人数比去年踊
跃，他很感谢宗亲们的支持和参与。洪茂诚宗长也
作了简短演说时通知大家11月16日六桂堂将庆祝
50周年纪念，希望宗亲们届时踊跃参与盛会。

压轴节目在充满欢喜的气氛下群星大合唱《大地回
春》和《恭喜恭喜》。这两首歌曲承载着大家的祝
福，为六桂团体的未来讨个好彩头，同时为庆祝活
动画下完美的句点。下午2点30分，每人手上提着
一袋橘子临别依依步出宴会厅，说声珍重再见！

祭祖、新春团拜暨敬老会午宴 16/17‐02‐2019



7

www.weng.org.sg Email: angsheega@gmail.com

双亲节午餐聚会暨2019-20年度新理事会就职典礼 01‐05‐2019

5月1日中午，翁氏总会于巴耶利峇千禧楼举行第
37届暨互助会第32届（2019~20年度）理事会就
职典礼，并以主题“养恩大于天，你养我长大，我
陪你到老”庆祝双亲节。出席活动的有总会会务顾
问本立宗亲、执委及会员宗亲家属，大家齐聚一堂
庆祝双亲节及见证新一届理事会的诞生。席开23
桌。

在名誉顾问兼产业信托人海春PBM及秋夏仔宗长的
监誓下，全体理事列队在台前面向宴会厅庄严地宣
读誓词：
余等谨以至诚接受会员之委托，就任翁氏总会第37
届及互助会第32届（2019~2020年度）理事，遵
守总会章程及服从议决案，共同为总会服务。谨此
宣誓。

宣誓完毕，由主席两光宗长开始，新任理事顺序上
台在宣誓册签名。之后，前任与本届财政进行交接
仪式。至此，各职务的理事正式就职。

接着便是众人所期待的双亲节午宴。席间，妇女组
副主任桦姿宗姐致欢迎词、名誉顾问海春PBM与主
席两光宗长分别致勉励词。他们异口同声地祝愿所
有的爸爸妈妈双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乐享天伦。
然而，庆祝节日本身仍有其意义所在。有些时候人
们就是需要这样的节日作为一种提醒，告诉我们该
抽空陪伴平时视为理所当然的家人。与此同时，舞
台上也安排了一连串的歌唱演出，这些唱将多是由
参与历届黄金年华歌唱节目的参赛者所组成的义唱
团。这些歌唱爱好者在阵阵歌声、笑语中与出席嘉
宾互动，大家同欢共乐，也给于我们的生活增添了
丝丝温情。

午宴在下午3点圆满结束。

活动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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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双亲节午餐聚会 01‐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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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讯息翁氏总会双亲节午餐聚会 01‐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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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举办北干拿那榴梿忘返一日游 23‐06‐2019 活动讯息

翁氏总会康乐组于23-6-2019组团乘坐旅游巴士前
往马来西亚柔佛州南部的城镇－北干拿那一日游兼
品尝榴梿。共有70位宗亲及家属参加活动。 

当天一早5.50am参与宗亲都准时集合在指定的地
点，带着欢乐的心情准备启程。在新山享用早餐
后，随着便游览龟咯大街以及参观海上度假酒店，
体验当地文化、购买特产干粮。

中午时分，在北干拿那榴梿园享用各种美味的榴梿
午餐、有咖喱鸡、米粉、和多种品类水果，这是另
一种味蕾的享受。接着，大家就在邻近一个大型的
购物商场 (AEON Mall) 自由活动，随意逛逛。

晚间，主席两光宗长在用餐时呼吁大家多参与总会
的活动、一起推展会务，壮大翁氏宗亲会。一顿丰
富晚餐后，宗亲们都抱着尽兴而返的心情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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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讯息翁氏总会举办东海岸公园烤肉会 28‐07‐2019

翁氏总会青年组和妇女组于7月28日（星期
日）合力在东海岸公园举办烤肉会。傍晚五时
许，主办单位已经准备就绪。宗亲们陆续到达
会场参与活动，出席者三三两两聚在烧烤台周
围歇息交流、用餐。有的走到海岸边吹吹海
风，欣赏着远处夕阳的余晖，享受海风的丝丝
凉意，悠哉闲哉的感觉！

烤肉会结束前，宗亲和家属们展开活动布条团
体合照留念、出席者忠心感谢青年组和妇女组
为此活动所做的精心策划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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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总会举办中秋自助餐晚会 07‐09‐2019

翁氏总会妇女组及康乐组于9月7日星期六傍晚
6时，联办第十三届中秋节自助餐晚会。当天
在会所正门前搭建帐篷和舞台作为晚会活动之
用。场所也以各式灯笼装饰一番，以增添节庆
的气氛。主办单位为晚会安排自助餐，并准备
了许多月饼，糕饼甜品，水果和饮料供大家享
用。当晚参加出席的宗亲，家属及小朋友约有
50人。除了享用美味佳肴外，还有歌星在台上
演唱助兴。期间也安排剥柚子比赛游戏并邀请
宗亲上台参与，为晚会带来许多欢乐的气氛。
小朋友们都上台领取可爱的电子灯笼。晚会结
束前，总会也分发小礼包给出席者。

中秋晚会在9点圆满结束。主席祝大家中秋节
快乐，并感谢负责主办的理事们为节庆活动所
作的努力以及出席的宗亲家属们给与的支持。

活动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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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2019 己亥年正月十二日本总会与琼崖翁氏公会中午12时正在本总会盐官堂联办
                      新春祭祖仪式。主席两光宗长聘请祥獅来报喜，出席宗亲及家眷约50人左
                      右，大家相聚一堂，互贺新春。

17/02/2019 己亥年正月十三日总会12 时本总会与新加坡六桂堂联办新春团拜同时颁发
                      第33届敬老会红包于年滿65岁宗亲及会员双亲，也颁发会员子女新春红包，
                      六桂团体宗亲相聚于酒楼互相祝福，场面十分热闹。

17/03/2019 总会及互助会早上10时30分在烈强堂/海春会议厅召开2019年常年会员大
                      会，会议报告2018年全年会务概况及全年财政收支结算报告。过后选举总
                      会第37届（2019-2020）及互助会第32届（2019-2020）新理事初选
                      开票。

14/04/2019 早上10时正，总会及互助会在本会会议厅召开总会第37届（2019-2020）
                      及互助会第32届（2019-2020）新理事复选会议。顺利选出总会及互助会
                      新主席、总务、财政及各理事职位。

01/05/2019 早上11时假千禧楼（巴耶利巴）举行总会第37届（2019-2020）及互助会
                      第32届（2019-2020）新理事就职典礼，敦请总会名誉顾问兼产业信托人
                      海春PBM宗长及秋夏仔宗长为监誓人。隨后妇女组及康乐组联办第10届
                      双亲节联欢午宴，参加宗亲，亲属及表演者约200人。有艺人表演，卡拉ok
                      歌唱，筵开22席，众宗亲及亲属欢聚一起场面十分热闹。

23/06/2019 本总会康乐组主办前往马来西亚北干拿那一日游，行程包括游览龟咯大街
                      品尝当地榴莲午餐、土产店购买产品及闲逛购物中心，享用晚餐过后返回家
                      园。报名参加宗亲，亲属及朋友约70人。宗亲们共渡了一个愉快的旅程。

28/07/2019 本总会青年组及妇女组下午4时于东海岸联办第七次国庆烧烤会，出席宗亲，
                      亲属及朋友约50人左右。大家欢聚一起品尝烤肉等，渡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07/09/2019 本总会妇女组及康乐组联办第13届中秋节自助晚餐会，参加出席宗亲，亲属
                      及小朋友约50人左右；众会员尽情享用美味佳肴，活动备有卡拉ok演唱及游
                      戏节目助兴。

总会会务报告

本会正总务 
名誉会长

崕财宗亲

尊敬的翁氏宗亲们，翁氏总会的发展过程中有幸得到众多
翁氏宗亲们的关怀与支持，我借此机会向宗亲们致以深

深的感谢。同时也向并肩前进的理事会致以衷心的感激。有翁
氏宗亲们的团结一致，翁氏总会才能够持续的成长，并顺利到
达每年所设定的目标迈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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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组

青年组正主任 
名誉会长

昌和宗亲

新永久会员

永宜雅妹

文陞

金瑞

思慧

欢迎各位宗亲
感谢加入总会

其国

素兰

诗中

浩端

青年组于2012年成立，至今已有七年了，很高兴的看到翁
氏青年组年青宗族也能响应饮水思源，回到总会服务，我

们有年青的法律顾问，医药顾问和年青的理事们加入翁氏团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虽然青年组组员们还很年轻，都在为自
己的事业发展及繁忙的家庭生活努力奋斗，但还是会经常抽空出
席总会的活动。青年组除了每年负责主办烧烤会活动外也协助总
会归女组主办总会其他活动。我们希望更多的年青翁氏宗族们能
够多多出席总会活动，一起为会所贡献一份力量。

饮水思源  
                   回馈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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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新 会 员

总会新永久会员：共9名 
                             金瑞 雅妹 素兰 永宜 
                             浩端 思慧 其国 文陞
                             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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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清、两光
法律顾问：士钧律师、飏婷律师 
医药顾问：文卿医生、狄威医生

名誉会长：汉文 文龙 尔谦 增才 金发(B) 
                  亚忠 永谅 锦华 瑞荣 泉粒PBM

                  全波 泽峰PBM 瑞发 秋华 炳鸿 
                  金龙 宗斐书标 崕财 仰勳 志强 
                  朝山 南明 文业 亚桐PBM 添进 
                  诗植 汉源 书前 本成 本典 镇津 
                  德祥 振坤 柏林 梁峰 卫国 国成
                  本来 生禧 本权 桦姿 文忠(B)

                         维鹏 光章 英晃 海水 美泉 春成 
                  文琛 凯彬 伟斌 金禄 春沐 黎娟 
                  昌和              

总会第37届（2019～2020年度）理事表 
 
主席：两光     
署理主席：尔谦 
副主席：泉粒PBM、秋华、炳鸿 
               朝山、柏林、添进
正总务：崕财  副总务：维鹏、光章 
正财政： 梁峰  副财政： 树发
正康乐：本典  副康乐：金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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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彬  副英文书：国伟 
正交际：春沐      副交际：书标  
正查账：子洋      副查账：婷婷 
理事： 汉文、振坤、本成、生禧、文业
            本权、礼发
妇女组正主任：雅妹  副主任：翁白美珍  
                                                 爱治 桦姿
青年组正主任：昌和  副主任：凯伦、家辉
奖励金顾问：泉粒PBM  奖励金主任：添进

互助会第32届（ 2019～2020年度）理事表 

正主席：文忠(B) 
副主席：瑞发、书前、本来 
正总务：金镇  副总务：健初 
正财政：伟斌  副财政：振福
正查账：子洋  副查账：婷婷  
理事：礼荣、锦华、亚桐PBM
           南明、增才、进福、庆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