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温吾会81年来成就共同改善弱点和不足之处
会长嘉兆在集思营2016上
的讲活

尊 敬 的

我会荣誉顾

问文焕博士

宗贤，会务

顾问泽平宗

贤，海南会

馆潘家海会

长，各位宗

亲，大家早

上好！

首先我们要感激文焕宗贤，在

百忙之中，来为我们的集思营主

持仪式并引导我们前进。我们也要

感激潘会长一路对我们的支持和鼓

励，也许有些宗亲还不知道潘会长

是我们海南陈氏宗亲的女婿，其夫

人是我们的会员秀卿宗亲。

非常感激宗亲们抽出宝贵的时

间和牺牲了与家人共同欢度的美

好时光，齐集这里参加我们公会

的集思营活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的，这是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主办

集思营。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想方

设法要把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向

上向善努力发展，要如何达到这个

目的呢？

答案是通过举办集思营的活

动，集思广益，把大家的意见，

整合起来。这过程包括检讨我们

现有的宗旨和愿景。重温我们81年

来的成就，找出我们的弱点和不足

之处，通过益智游戏方式，彼此平

（强讯）

等，职位不分高低，在无拘无束的

情况下，大家一起重新确定公会的

使命和愿景。

要达到和完成新的宗旨，我们

要了解我们面对的挑战，才能拟出

可行的策略，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

的长处和优点，移掉前进道路上的

障碍，我们要检讨我们现有的8个

功能组织，是否能够满足会员宗亲

的需求？我们要与时俱进，才能把

公会带上康庄大道。

最后，让我代表大家向韩进元

乡贤致以万分的谢意，韩进元乡亲

多才多艺，口才一流，使我们把集

思营办的有声有色。

谢谢大家！

——2016.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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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誉顾问	 陈川仁部长　陈文安律师PBM

	 	 陈文焕博士PBM　陈运琼宗贤

	 法律顾问	 陈其亮律师　陈其玉律师

	 医药顾问	 陈毅炜医生　陈慧莉医生

	 	 陈振栋中医师

	 会务顾问	 陈泽平　陈行雄

	 会长	 陈嘉兆

	 署理会长	 陈川强PBM	 副会长	 陈经源　陈文华

	 	 	 	 陈贻良　陈玉本

	 秘书长	 陈德发	 副秘书长	 陈德海PBM

	 财政	 陈文君	 副财政	 陈川权

	 产业主任	 陈文浩PBM	 产业副主任	 陈文冠

	 文教主任	 陈洁如	 文教副主任	 陈垂良

	 资讯主任	 陈泽南	 资讯副主任	 陈明敏

	 青年主任	 陈文濂	 青年副主任	 陈明森

	 妇女主任	 陈林芳琴	 妇女副主任	 陈玲

	 社交主任	 陈文正	 社交副主任	 陈奕光

	 礼仪主任	 陈永益	 礼仪副主任	 陈昌松

	 查账主任	 陈贵绪	 查账副主任	 陈兴亚

	 理事	 陈时机PBS　陈王琼花　陈文禧

	 	 陈玺华　陈家吉　陈春美　陈春兰

	 	 陈川英　陈　媛　陈传强　陈周廷芬

	 荣誉查账	 陈吉顺　陈吴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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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 Teck Huat (B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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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an early morning on Sunday, fifty plus members 
and guests gathered at the restaurant for a full-day 

retreat 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 first of its kind in 
her 81 years history. 

In his opening speech, Guest of Honor Dr. Tan 
pointed out that the Association’s survival depends on it 
remaining relevant to the community and members; and 
the role, purpose, next stage of journey we map out for it 
must be in the context of today Singapore. He highlighted 
two matters of high importance for us to ponder on: 0ne, 
internal mechanism to resolve differences and Two, 
stro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affairs.

Mr. Han Jin Yuan, the conductor of the retreat told 
us that he had condensed a usually 2 full-days retreat 
program into one day for us in view of our needs. He kick 
started the day with a lively ice-breaking session.

We were divided into 5-6 groups. Under the topics 
provided, we brainstormed and presented our ideas in 
the context of: What have we got? What do we want? 
What can we do? How do we move forward? We were 
asked to speak our mind and decide on the discussed 
issues as if we were President KK Tan. Collectively, we 
churned out lots of ideas and proposals, some of them 
are out of the box such as: 

To have disciplinary, dispute resolution committee
To better invest the Association’s fund
To have youth group for business and networking
To conduct regular home visits for the sick or needed 
To furnish clan’s premises for the elderly’s better use  

At the end of the topics, through pasting of stickers 
on each of our top 10 priorities, a total of 40 plus 
proposals were finally shortlisted. They are arguably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members’ “wants”, which shed 
lights for our future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hole session ended at about 8.00pm. President 
KK Tan in closing said that he was touched by our 
vigour, enthusiasm and hard works throughout the day 
despite it being a long and intense day. He was struck 
by the honest sharing and ingenious views rendered. 
He thanked Mr. Han for the professional delivery of the 
retreat and a written report he will come out with later. 
The management council shall cherish and study them 
carefully before deciding on actions.  

The day was perfectly concluded by the sumptuous 
round-table dinner treat, where all of us enjoyed and 
celebrated for the brighter future and sweeter home the 
clan will have! 

RETREAT @ Tim Palace Restaurant SAFRA Toa Payoh
—— 24th April 2016 (8.00am~8.00pm)

Guest of Honour : Dr Tan Boon Wan (Advisor)
Guests : Mr Francis Phua (President, Hainan Hwee Kuan)
  Mr Tan Chek Peng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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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宗亲齐聚祭祖
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上午九时正

缅怀先贤于德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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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恳亲专题讲座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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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联谊会议场面即景
2015年11月29日，星期天于京华酒店太子厅	

海外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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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美食迎宾会吾会80周岁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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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珍辉阁2015年11月28日中午

主宾：陈振泉(右三)政务部长

	 总理公署、人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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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们的美好记忆
不只在“ 粑”

让我来为宗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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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宗亲相聚喜气洋洋
听歌赏舞乐开怀

2015年11月29日(星期日)
万兴大酒楼举行

庆祝吾会80周年欢宴

友谊旗帜·温馨飘扬

主宾：社会与家庭
发展部部长
陈川仁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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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坤   宗亲
■ 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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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缘起
海南陈氏宗亲散居世界各地，人数为其他海南姓

氏之冠，在旅居地各有宗祠组织，过去少与外地海南

陈氏宗祠交流。近几年来，新、马、泰三地的海南陈

氏宗亲会，常常互相拜访，交流；于是萌起了组织一

个跨地域性的联谊会的意愿，使海南陈氏兄弟有机会

共聚一堂，互相认识；建立良好的情谊，为将来“寻

根、联谊、合作、共赢”有一个共同的平台。此次，

乘各方代表出席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庆祝75周年庆典

之便，召开首次联席会议，商讨成立“世界海南陈氏

宗亲联谊会”的意愿。

(二)	倡起联席会议
2010年11月21日，在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4楼召

开联席会议，当时的召集人：海南陈氏公会会长文海

宗亲，出席的代表有：

1.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	 	

(Hainan	Tan	Clan	Association)

2.	 泰国旅暹海南陈家社	 	

(Hainan	Dan	Family	Association	Thailand)

3.	 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	 	

(The	Hainan	Ying	Chuan	(Tan)	Clan	

Association	K.L	&	SEL)	

4.	 槟城海南陈氏宗祠	 	

(Persatuan	Keturunan	Hainan	Tan	Pulau	

Pinang)		

(三)	联谊会宗旨
1.	 促进和加强海南陈氏宗亲之间的凝聚力，多元

的合作和交流。																																																																																								

2.	 弘扬海南优良的传统文化。

3.	 协助海南陈氏弱势和贫苦群体。

4.	 鼓励宗亲回乡寻根与探亲。

5.	 尽量加强海南方言的学习和使用。

6.	 增进商业信息的来往，分别开拓新的商机。

7.	 推广和组织青少年之间的交往和了解。

亚太区海南陈氏宗亲联谊会成立缘起与历程
第四次联谊会议成功在狮城召开

(四)	确定名称
泰国代表原本主张组织东盟(亚细安)陈氏家属大会

开始，由小到大，将来邀请世界各地海南陈氏宗亲团体

加入，成立世界海南陈氏家属大会。

马来西亚代表主张在同一个国家有多个海南陈氏

宗亲会，都可以个别登记参加，但是哪一个代表所在

国，由各自内部决定。不接受个人名义参加。个人可

以先参加居住地的宗亲会并以它为代表，或成立一个

宗亲会而参加。个人只能成为准会员，没有代表权。

最后决议名称：《亚太区海南陈氏联谊会》。

由于各地的法律规定，注册团体不可以让外国公

民成为会员，因此，这个组织不能成为注册团体，只

是一个联谊组织，也没有财政管理。

(五)	展开组织
1.	 理事长：理事长也是秘书处的代表国

2.	 理事会成员：由新、马、泰三地的宗亲会派

代表组成

3.	 理事会人数：每地宗亲团委派五个代表

4.	 理事会任期：三年一届

5.	 理事会职权：商议及执行联谊会的全年计划

和行政工作

6.	 理事会会议：每年轮流在不同地区举行一

次；成立后，第一次在新加坡举行；第二次

在曼谷；第三次在吉隆坡

7.	 会员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与恳亲大会同

时举行，并为秘书工作进行交替手续。

(六)	秘书处进行工作
1.	 拟定年度活动计划；

2.	 执行会务工作时间表；

3.	 总检讨年度工作绩效；

4.	 保管一切文件记录；

5.	 工作语文乃以华文和英文执行；

6.	 轮值届满后，必须把所有的文件记录；移交给

下一任的轮值秘书接收。

情牵宗谊　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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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草拟联谊会章程
由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依据常情，负责起草并定

三个月内完成。

(八)	联谊会正式成立
章程草拟完成后，寄发给各宗亲会。2012年5月20

日，在新加坡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有：

1.	泰国旅暹陈家社

理事长：陈嘉程宗长	Mr.	Surakit	Kweeyarn

副理事长兼泰文秘书：陈明宽宗长		 	

Mr.	Mingpant	Chayavichitsilp

副理事长：陈成吉宗长	Mr.	Kttinant	Cholvibul

副理事长：陈承超宗长	Mr.	Pathom	

Suthathikulchai

财务总管：陈贻瑞宗长	Mr.	Tan	Yongyouth	

Tanarat

2.	马来西亚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

会长：陈声评宗长	Mr.	Tan	Ah	Kai

副会长：陈德琳宗长	Mr.	Tan	Teck	Lim

秘书长：陈斗川宗长	Mr.	Tan	Doeu	Swan

3.	槟城海南陈氏宗祠

总务：陈行起宗长	Mr.	Tan	Heng	Khee

			

4.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

署理会长：陈杰芳宗长	Mr.	Tan	Khin	Pang

前会长：陈文海宗长	Mr.	Tan	Boon	Hai

理事会顾问：陈川信宗长(列席)即海南省文昌

陈氏大宗祠理事长	Mr.	Tan	Suan	Thin

秘书长：陈修坤宗长	Mr.	Tan	Tew	Hoon

财务总管：陈泽南宗长	Mr.	Tan	Chart	Nam

文教主任：陈文迪宗长	Mr.	Tan	Boon	Pek

会议讨论章程内容。隆雪陈氏宗亲会代表认为，

联谊会既然不是注册团体，不要用《章程》，应该用

《条规》，同时与会代表一致确定《亚太区海南陈氏

宗亲联谊会》为联谊会的中文名称；而英文名称是否

为“The	Asia	Pacific	Federation	of	Hainan	Tan	Clan	

Organization”还是“Association”？经讨论后，与

会代表认为应请律师或对英文有造诣的人士咨询才决

定。所有条规和细节经讨论并进行修改后，一致同意

并给予通过。

谨于2012年5月20日正式宣布成立：《亚太区海南

陈氏宗亲联谊会》

最后，隆雪海南宗亲会代表提议：应该有一个会

徽代表本会，决定由三地的宗亲会，各设计一个，待

下一次会议时，才进行遴选决定。

2012年11月22日至27日，泰国陈氏总会50周年

庆典，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宗亲会，组团参加庆典。23

日中午，拜访泰国旅暹海南陈家社，受到热烈欢迎和

款待。

新加坡宗亲会希望通过自身的会刊《椰韵》，报导

各宗亲会的信息，互相交流，希望各宗亲会踊跃提供各

自会务资料，出版后寄发给各宗亲会。欢迎各宗亲会随

时组团来拜访，同时，明年(2013年)四月到海南文昌陈

氏宗祠祭祖时，将邀请文昌陈氏大宗祠加入联谊会。

(九)	第二次会议在泰国
第二次会议2013年11月3日，在泰国旅暹海南陈家

社举行，出席代表有：

1.	 泰国旅暹海南陈家社代表——承超、明宽、贻

瑞、川庆。

2.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代表——汉光医生、杰

芳、修坤。

3.	 马来西亚隆雪颍川(陈)宗亲会代表——声评、

玉良、敦川、斗川。

讨论事项有：

1.	 有关联谊会的英文名称应该用“Association”

或“Organization”?

泰国代表人认为“Association”的含义范围

较小；而“Organization”的含义较广，亚太

地区有很多陈氏宗亲会，用“Organization”

较好。大家一致同意，决定用“Organization”。

2.	 第一次恳亲大会是订于2015年，泰国代表提议

由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主办，为了配合大会行

政工作，会议大会及理事会移交仪式同时在新

加坡举行，所以，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当理事

长至2015年，一共4年。恳亲会及会员大会也

是4年召开一次。故条规中的3年得改为4年。

3.	 评选会徽，呈交会徽(Logo)设计的有新加坡

和泰国两件。马来西亚还没有设计好，留在

下次会议才一起评选。“会徽”的构图和寓

意，皆围绕在“团结、前进、追源、持续”

的基础上。

4.	 泰国代表提议，以后的常年理事会，是否可以

在海南文昌市大宗祠祭祖时，在大宗祠举行？

与会代表认为，由于文昌市大宗祠目前还没有

加入联谊会，在开会的准备工作不便，不过，

这个设想可以考虑试一试。

5.	 泰国和马来西亚代表，推举新加坡海南陈氏

公会举办第一次恳亲大会及会员大会。因为，	

2015年是新加坡宗祠(陈氏公会)成立80周年，

计划举行盛大庆典，并邀请联谊会的宗亲同

欢共庆，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因此，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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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大会定于2015年在新加坡举行，正式日期

另行通知。

6.	 2013年4月2日，海南文昌陈氏大宗祠祭祖，泰

国及新加坡的宗祠组团参加祭祖及午宴。在宴

会上，陈汉光宗长代表联谊会秘书处，呈交邀

请函给海南文昌大宗祠理事长陈川信宗长。邀

请大宗祠加入联谊会。

活动：

1.	 2013年9月28日，槟城海南陈氏宗祠庆祝成立

88周年纪念，隆雪颍川(陈)宗亲会及新加坡陈

氏公会都分别派代表参加盛会。

2.	 2013年10月25日至27日，马来西亚陈氏宗亲

总会主办“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第21届国际

大会”，在吉隆坡举行，泰国与新加坡的宗

亲会都特别组团参加庆典。筹委会主席就是

我们联谊会的陈声评宗长，这是我们的光荣，

可喜可贺。

(十) 第三次会议在马来西亚
第三次会议于2014年6月22日在马来西亚隆雪海南

颍川(陈)宗亲会会所召开，出席代表有：

1.	 马来西亚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代表——声

评、玉良、斗川、川英宗亲。

2.	 泰国旅暹海南陈家社代表——嘉程、承超、成

吉宗亲。

3.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代表——嘉兆、川强、泽

南、文正宗亲。

4.	 缺席者：槟城海南陈氏宗祠代表——原提名：

行庆、行起、家祥三名代表，但最后缺席。

此次会议期间，恰逢马来西亚陈氏总会成立26周

年及隆雪颍川(陈)宗亲会15周年联办隆重的庆典，新

加坡及泰国的宗亲会受邀并组团参加庆贺，得到隆雪

的宗亲热情款待，两地的宗亲非常感激。

讨论事项	

1.	 招募新会员国

		 川庆宗亲提议可以在台湾、香港和海南岛招募

新会员，以壮声势。

2.	 设立奖、助学金

		 川庆宗亲提议设立奖助学金，资助海南岛一些

家境贫困，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报考中国著

名大学，但必须由联谊会指定的五所大学，

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

学和燕京大学，人数与奖助学金的金额必须限

制。

		 川强宗亲认为助学金资助家境贫困的学生，较

有意义；其他宗亲认为现在的中国，有钱人比

比皆是，如果把奖学金颁给成绩优秀而家庭富

裕者，就太没有意义了。这项建议留待下次会

议讨论。

3.	 评选会徽

		 川庆宗亲认为新加坡设计的篆体“陈”字，含

义深奥古雅，五指山代表海南岛和我们祖先的

发源地是可取的。

		 嘉兆宗亲认为泰国设计的背景环绕大海，删

除全部圆形的“陈”字，配合新加坡设计的部

分，综合成新的设计图，与会代表一致同意这

新的设计图。

4.	 嘉兆宗亲述说关于海南省海口市要建一座陈氏

宗祠，若其他县市也建陈氏宗祠，以后哪一间

代表海南陈氏总宗祠？声评和川庆宗亲谈及在

海南省设立陈氏总祠一事，希望有关各方坐下

来，心平气和、同心协力、以和为贵及融洽态

度，团结一致，选出海南省的总宗祠。

5.	 川庆宗亲报告，2016年是旅暹海南陈家社的

70周年纪念，大概在4月初举行庆典，计划出

版一本纪念刊，记载新、马、泰三地海南陈氏

宗亲会的历史，希望各宗亲会提供有关资料。

(十一) 恳亲大会暨第四次联谊会议
第一届恳亲大会暨第4次联谊会议，已订于2015年

11月29日在新加坡京华酒店分别举行，同时进行理事

长与秘书处交接手续。三地宗亲亦决定组团庆贺新加

坡海南陈氏公会成立80周年大庆。新加坡海南陈氏公

会理事会也决定印制56册《新加坡陈氏族谱》在庆典

上赠送大马及泰国两地宗亲会代表。同时决定出席：

集体祭祖仪式，修坤、川强宗亲联袂追记参加主题讲

座会；出席联欢晚宴以及狮城一日游事况。

嘉兆会长(右)在会议后，向泰国宗亲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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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名称

本会中文名称为“亚太区海南陈氏宗亲联谊会”，英文名称为“The	Asia	Pacific	

Federation	of	Hainan	Tan	Clan	Organization”。

第二条

宗旨

1.	促进和加强海南陈氏宗亲之间的凝聚力，多元的合作和交流。

2.	弘扬海南优良的文化传统。

3.	协助亚太区海南陈氏宗亲弱势、贫苦的群体。

4.	鼓励组织宗亲回乡寻根与探亲。

5.	加强与推动海南方言的学习和使用。

6.	增进商业讯息的来往，开拓新的商机。

7.	推广和组织青少年之间的交往和了解。

第二章　本会成员
第三条 本会的成员为各地区的海南陈氏宗亲团体。个人参加只是准会员，无投票权。

第四条 凡合法的亚太区海南陈氏宗亲组织，均可登记成为本会成员，出席联谊大会。

第五条
未成立海南陈氏宗亲组织的国家或地区之宗亲，由主办联谊大会的海南陈氏宗亲

团体邀请，以宗亲代表身份出席联谊大会。

第六条

未加入海南陈氏宗亲组织的知名、有卓越成就的宗亲，由所在国或所在地区的海

南陈氏宗亲团推荐，或由本理事会推荐，通过主办联谊大会的海南陈氏宗亲团体

邀请以“特别嘉宾”身份出席联谊大会。

第三章　本会成员之权利
第七条 在联谊大会举行期间，各代表团有发言权，唯一首席代表有投票表决权。(一票)

第八条 有权享受本会实施的各项慈善福利及表扬待遇。

第九条 有权向理事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有权参与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

第四章　本会成员之义务
第十一条 承认和遵守本会条规，服从本会及本理事会所通过之议决案。

第十二条 支持本会各有关集资之经济活动。

第十三条 按时派代表出席本会各项会议。

第五章　组织
第十四条 本会设理事会，执行亚太海南陈氏宗亲联谊大会议决案，开展会务活动。

第十五条
理事会之下设秘书处，并视需要设立工作小组，分工负责财务、稽查、会讯、研

究、联络、咨询等工作。

第十六条

(A)	理事会设理事长，秘书长各一名。理事长与秘书长属同一个宗亲会成员。理事

会成员由每个会员宗亲团体委派五位理事组成。

(B)	荣誉、名誉理事长职务

荣誉理事长：曾担任成员国理事长一职者，同时在其任期内亦担任过亚太海南陈

氏宗亲联谊大会理事长之职者。

名誉理事长：曾担任成员国理事长一职者，同时对亚太海南陈氏宗亲联谊大会有

特殊贡献者。此职须由成员国理事会以书面推荐人选。

荣誉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将被邀请出席联谊大会，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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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C)	承办亚太海南陈氏宗亲联谊会职

1.	 轮值承办者称	－	理事长	(1位)

2.	 轮值协办者称	－	副理事长	(2位)

(D)	委任名衔宗亲为顾问职

1.	 亚太区海南陈氏宗亲联谊会理事会，各成员国可以书面推荐适当人选为顾问。

唯需会员大会或特别会员大会通过接纳方为有效。

2.	 理事会议可列席，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第六章　选举
第十七条 理事长和秘书长，由主办联谊大会的当届宗亲团体负责人担任。

第十八条 各宗亲会每四年轮流承担下届联谊大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

第七章　任期

第十九条
理事长和秘书长，每四年一任。如主办或承办联谊大会宗亲团体负责人中途变更

时，应由有关宗亲团体当届的理事推选成员担任联谊会理事长和秘书长。

第八章　职权

第二十条
理事长负责本会会务，定期召集和主持理事会议，对外代表本会；卸任时，需向

大会提交书面会务报告及办理移交手续。

第二十一条
秘书处遵照联谊大会及理事会所通过之议决，执行和处理本会的日常事务，向理

事会负责。

第九章　会议

第二十二条
会员恳亲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所有来参加的各宗亲会的会员都能出席大会，大

会为本会最高机构。

第二十三条

理事会为本会执行机构，每年最少召开一次例会。

每个国家宗亲团体出席理事会议代表不得超过5名，如有特殊情况，超出者以列席

身份参加，可提供意见，但没有投票权，每个国家只有一票。

第十章　财务

第二十四条
恳亲联谊大会的会议经费，由各宗亲团体依参加人数来分担，但秘书处平时的运

作费用，及每年的理事会例会，则由当事宗亲团体负责。

第二十五条
主办恳亲联谊大会宗亲团体，如遇到经费短缺，可向与会代表酌情收取报名费，

或向有关宗亲团体、宗亲劝捐赞助。

第二十六条 每名参加恳亲联谊大会的宗亲，必须交付美金100元	(US$100)。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亚太海南陈氏宗亲联谊会纯属敦睦宗谊，促进宗亲团体的合作与交流，提高海南

陈氏宗亲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民间组织，所有的活动一概不得涉及政治课题，也

不得通过任何有政治色彩之议决案。

第二十八条 本会章程解释权及修改权归亚太海南陈氏宗亲联谊会理事会。

第二十九条 本会章程自通过之日起实施。

注：本条规在2012年5月20日第一次理事会，经过讨论修改后，一致同意通过。本联谊会也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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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新加坡完成国民服役的贻壮宗

亲(Jee Tuan, Winston)，先后在纽西兰

奥克兰大学完成三个大学学位。

贻壮宗亲于去年(2015)九月间，以

非常出色的学术成绩，考取生物(医学)

博士学位之后，立即被美国尖端大学之

一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聘任为研

究员(医学部)。

贻壮宗亲除了精于学术研究之外，

平时休闲亦喜欢及擅长艺术性摄影；同

时也是韩国武术合气道武术高手(黑带)。

川强宗亲侄儿川美会员令郎贻壮(Jee Tuan, Winston)
														考获奥克兰大学生物(医学)博士学位

立即受美国耶鲁大学聘任为医学研究员(Postdoctoral Associate)

贻酝宗亲于今年(2016)丙申初十随父母到公会出

席猴年新春团拜，也获取公会分发的“吉祥红包”一

个。他表示非常高兴和感动。

贻酝宗亲说：他是从国外回来狮城过春节，也是首

次出席公会的新春团拜；他见到老幼宗亲相互拜年，

呈现喜气洋洋一团甚为激动。他说：遗憾是他不会表

达心中的兴奋和对长辈的祝福。请长辈们多加包容。

谈及赴国外读书的话题时，贻酝宗亲称：他首先

是在新加坡工艺学院就读“航空工程系”并以优异成

绩毕业后，就负笈荷兰Delft科技大学攻读“宇航学

系”(Aerospace)，同样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颁首个

学士学位。

接着，贻酝宗亲恁着斐然的学术成绩，荣获“欧盟

奖学金”赴往瑞典KTH皇家理工大学攻读“航空动力

学”，结业时又以至佳的成绩毕业，获颁硕士学位。

在瑞典KTH皇家理工大学期间，贻酝宗亲亦到过比利

时ULG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贻酝宗亲说：墨尔本大学的航空系是非常驰名的学

会员川强宗亲侄子川昌宗亲幼郎

            贻酝宗亲荣获澳洲墨尔本大学国际研究基金

					攻读航空工程学(Aerodynamics)博士学位

系。他希望完成博士学位(Phd)后能回报国家和人类。

同时，寄语后学宗亲们，只要努力争取好成绩，到处都

有奖学金等你去领取并发挥自己的才华。

贻酝于2007年接受当时纳丹总统颁发新加坡国家“青年
金牌奖”后与父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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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公会在常月理事会会议上推选嘉兆会长及副会

长玉本宗亲，出席海南岛“文昌陈氏宗祠”丙

申年三月祭祖活动仪式。公会特拨出千元人民币作为

祭祖香火费用。

两人亦趁便，应海南省

政府主办的“文昌南洋文化

节”。嘉兆会长回国后表

示：祭祖是后辈子孙不可忽

略的祭典，追源报本是子孙

应保留和发扬光大的尊祖

文化。我们会员宗亲每在公

会“德星堂”举行春祭、秋

祭和节日祭祖仪式，人文风

俗意义是一样的。

嘉兆会长亦指出：海南

省政府举办“南洋文化节”

亦是希望更多来自南洋地区

的乡亲回乡看看当地与南洋

的文化各具特色，更期望新

海两地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能

经常回乡交流心得与经验。

(强·讯)

嘉兆、玉本正副会长
代表吾公会赴海南省参加
海南文昌陈氏宗祠
丙申年(2016)祭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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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会前会长治云宗长，为本会前名誉会长兴任公哲嗣。祖籍海南文

昌县，陶坡村。幼受庭训，长受中英文教育，后继承乃父之遗

志，经营橡胶业，并发扬光大，成为商界翘楚。宗贤育有三男三女(即

学礼、学卿、学冠已故，三女为：爱凤、碧容已故、秋铃)。一向言行正

直，处事慎重。待人温文尔雅，诚实坦率，德高望重，深得宗亲乡贤们

敬仰。对社会文化与慈善事业及宗族团体，无不鼎力扶助。曾任新加坡

育英中学董事长；华友会会长；琼州会馆(海南会馆)副主席；尤其对本会

的服务与赞助，实不遗余力。自1954年至1979年(第十九届至卅一届)，

历任我会会长达25年。在宗贤领导下，会务年益发展迅速，尤其1964年

发动宗亲会员募捐，购买与会所同排29号的三层楼排屋为公会的第二产

业，租赁盈利，致使公会日后才有稳固的经济来源，可见宗贤之远见与

伟绩。第50届理事会常月会议特通过，邀请中国海南省青年雕塑艺术家

陈学博宗亲雕治云宗贤塑像，以志永铭我会史册。

陈
治
云
宗
贤
史
略

为先贤立塑像

雕塑艺术家陈学博生平简介：

陈学博宗贤是中国当前国家一级美术师、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今年43岁。(生于1973年8月，祖籍

为中国广东省徐闻；海南省海口市人）。亦是中国海南海口市政协委员。

学博宗贤早年毕业于英国艺术大学并考获雕塑艺术科系硕士学位。作品先后在国内外如：中国上海

国际博览会、美国亚利桑那州艺术馆及海南省博物馆分别展览且赢得多项优秀奖。

这位年轻宗贤学博艺术家，他的著名雕塑作品，内容包括：“华侨归国抗日纪念雕塑系列”及“中国

全国优秀城市雕塑建设项目”等等，作品皆获得国内外艺坛给予高度评价。

分
别在海南省文昌市公安局文教派出所及文昌市(县城)

公安局任职的两位宗亲——忠宏，陈勤昆仲，他俩于

2000年5月下旬时，联袂前来新加坡省亲及访问吾会，得

到当年行雄会长、士雄副会长、行仟理事、业芹理事等宗

亲的接待以外，还得到业雩、忠裕、川运、继辕、川美、

忠傧、川榆、川强等宗亲给予盛情款待。

尤其是业芹宗亲更为热忱，他特地告假，把多位宗亲

长者一起请到莎合捷利(SHASHLIK)同忠宏昆仲共进恳亲

午餐。

在自由、爽朗的交谈中，大家不仅能从忠宏、陈勤昆

仲这儿了解海南乡亲们的生活近况，同时，也让来自海南

的年轻宗亲，进一步认识扎根在新加坡的宗亲对海南省各

大小村镇的寄望。

2000年6月初
业芹宗亲接待海外宗亲
彼此相聚话长绵

左二，为SHASHLIK合伙人业芹宗亲。左四：陈勤，右
二：忠宏昆仲，来自海南省文昌市。

(修坤·川强		合撰)

(强·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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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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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SHLIK”是个俄字。它是一家西餐馆的名

字，已拥有30年的历史了。

我先后曾到过这里吃过著名的牛尾和牛肉腩。店铺

位置是设在新加坡乌节路远东购物中心6楼。

SHASHLIK西餐馆是由吾会已故会员宗亲在1986

年4月与8名友人伙伴合资创立的。那时，每位伙伴从

退休的公积金里，每人各自取出1万6千元合资。换句

话说，经营者当时已经达55岁退休年龄了。

我与业芹宗亲同属海南昌洒市人，这是父亲和业芹

宗亲常常在我面前说了一遍又一遍。据我父亲（业琼）

告诉我：业芹宗亲8岁时，由其家父从海南桂林携来新

加坡。由于大环境的关系，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一生的打拼并靠自己的后天努力和勤奋。

我自小就得到业芹宗亲的关怀。他为人忠厚老实，

温文尚礼。虽然不甚言谈，但很早很早就和公会与“公

司楼”具有密切关系。业芹宗亲曾任公会执行理事，对

公会的会务发展曾做出贡献。

业芹宗亲的

一生工作，都与

品食餐馆业相

关。他自“工作

岗位”上退卸下

来，自1986年4

月以后，他便以

合伙人兼一名职

“SHASHLIK”西餐馆
由已故业芹会员宗亲第二代

昆仲接手经营致力发扬光大

工身份，在SHASHLIK餐馆上班。他值勤于店面侍务

员之一。上班时，总穿著白色上衣，胸前结上“黑蝴

蝶”领带。营业30年来，职工这一身打扮，已经成为

SHASHLIK	西餐馆的特征。

我第一次到SHASHLIK西餐馆应该是在1988年，

是哪一个月份真是一时记不起来。只记得有一天，业

芹宗亲亲自邀我父亲（业琼）与我，同时要我携带小

孩一起出席在SHASHLIK举行的一个午餐聚会。原来

是“公司楼”举行	“告别”聚会。

这一天，我果然见到许多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大小

宗亲。整个聚会似乎都用海南家乡话交谈。此刻，正

是“三代济济一堂”，热闹得很。这一天，也好像是

我首次踏入西餐馆用西餐。

自此之后，宗亲们渐渐认识了西餐馆，后来公会也

有一两个小型话动，亦到SHASHLIK欢聚。

业芹宗亲于2 0 1 3年病逝。享年8 3岁。是

SHASHLIK九名合伙人年龄最长者。我和公会执行理

事与宗亲会员都先后到他的灵前致敬。

SHASHLIK西餐馆的领魂人物是业芹宗亲的第二

代忠基宗亲即Derrick	Tan	。忠基宗亲也是出道于品

食餐馆业，且拥有品食管理的专业知识并曾在新加坡

一家著名的“Tony	Roma”集团餐食业任主厨。今

天，SHASHLIK亦设有脸书，希望并祝福业芹宗亲第二

代能成功把SHASHLIK的西餐业发扬光大，这对业芹宗

亲的家庭和公会会员宗亲不无具有一定的关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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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Chairman, Council members, Mr. Han Jin Yuan, Fellow Clan members

I am happy and honored to be here.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When the association was started in the early 1900s, its role and purpose were clear. Over time, 

society and our community has changed and so the needs of our members. The association has evolved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This is an ongoing process. Today’s event marks a very special milestone in 
this proces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our members have come together to help map the next stage of our 
journey.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heavy responsibility – the survival of the association depends on it 
remaining relevant to the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s. I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relevant or useful to our 
members, they will not join as members. In your deliberation, it is vital to remember that we are a small 
part of the larger Singapore community. The respect and trust of all Singaporeans to our association is 
important. We are not an island.

I have no doubt you will deliberate and define the role and purpose of the assoc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day Singapore and propose the relevant activities for the association. The task is made more complex 
by the different needs of our youth, adults and senior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that I would like you to think about. First,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its 
spirit. A strong relevant clans association is like a living organism. Members need to feel proud to be a 
part of it, adding value to their lives. It must unite them. Unfortunately, recent events seem to suggest that 
this sense of unity is weak. How do we forge this sense of belonging that we would put the interest of the 
association ahead of our self-interest? Do we need an internal mechanism that we can rely on to resolve 
our differences? What is that mechanism that members can respect and trust because it is objective, just 
and fair? Second, how do we build and ensure stro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affairs of the association? In an age of accountabil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critical. 
Besides these two matters, there are many others of equal importance which I am sure will be discussed.

You have a heavy and serious responsibility today as the outcome of your deliber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can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our Tan Clan Association. I am sure you will put in your 
best effort.

Enjoy the discussion. 

Thank you. 

Speech By Dr Tan Boon Wan
(24 April 2016, Sunday)

Does HTC need an internal mechanism to 
resolve differences?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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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营亦认为：新管理架构可依据宗旨、愿景、定位及策略需求分为下述功能组别：	

a)	 章程与纪律组	

b)	 组织与行政组	

c)	 文化与康乐组	

d)	 财务与筹捐组	

e)	 会员与福利组	

f)	 教育与出版组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
Hainan Tan Clan Association
于2016年4月24日(星期日)

假		大巴窑战备军协俱乐部锦珍阁		举办

2016首届集思营活动

总结报告——建议：成立特别委员会检讨与审修章程以支持新管理架构

g)	 青年与体育组	

h)	 妇女与家庭组	

i)	 社会与交际组	

j)	 产业与维修组	

k)	 电脑与网络组	

在重温与检讨公会的81周年的成就与对未来的展望，在检讨与重定组织的宗旨与愿景，

在检讨组织定位与研究组织的优势、劣势、威胁与机会时，与会者都高度呈现出其与业、和

谐、利他、包容及爱公会的真诚。

当论述组织策略的制定与执行时，与会者也非常明确自己的追求，务实及理解组织本身

的局限性。	

建议新管理架构图

	 会长	 顾问委员会

	署理会长

	副会长	 副会长	 副会长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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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宗旨 新建议的宗旨

以尊祖敬宗、提倡教育、协办慈善、传承中

华文化、弘扬优良传统、联络宗族感情以及

共谋会员福利。

	• 构建新加坡海南陈氏宗亲的联谊与谋

求会员福祉；	

	• 传承与弘扬华族文化与海南传统价

值观；	

	• 促进社会和谐与海南族群凝聚力及共

促发展的平台。

集思营举办目的: 
检讨、确认宗旨、愿景和定位；	

重新探讨海南陈氏公会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	

确认和理出组织的策略优先顺序；	

确认本届理事会重点行动计划。	

宗旨与愿景	

目前的宗旨与新建议的宗旨

目前的愿景与新建议的愿景

目前的愿景 新建议的愿景

成为新加坡华社最好的宗乡团体之一，海南族

群中的楷模。

	• 以服务海南陈氏宗亲为己任；	

	• 成为新加坡华社最具影响力的族群组

织与楷模。

建议中的新宗旨与愿景所包含的主要元素

组织定位 海南陈氏公会主要是为新加坡的海南陈氏宗亲服务的；是构建新加坡海

南宗亲联谊、互助与关爱的组织；是弘扬与推广中华文化与海南传统价

值观的重要奠基石；是积极扮演共谋新加坡海南陈氏宗亲福祉与提高宗

亲生活素质的重要平台。

宗亲与乡亲 海南陈氏宗亲与国内外海南乡亲都是公会的主要资源及依靠。公会应尽量

增强与海内外宗亲及乡亲的联系与互动、积极扮演领导、计划、协助、

推动、引导与宣传等角色，以提升海南陈氏与在世界与国内外海南族群

及华社中的地位及角色。

人脉与影响力 通过行政管理的自我更新、有效开放与利用现代网络与通讯技术为公会

建立起稳固、强大与活跃的新加坡或甚至是世界海南陈氏宗亲的人脉网

络，并积极开展有利于宗亲与乡亲们的会务、将公会建设成老有所依，

幼有所靠的温馨家园，以吸引海南陈氏人才及青年才俊加入组织共谋开

拓会务。积极扮演引导与协调海南陈氏人及海南人事业的推手，增强弘

扬海南传统文化与华文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提高组织的影响力与树立华

族社团正面与健康楷模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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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眼中今日与5年后海南陈氏公会的成长展望(综合各组看法):

今天 5年后

产业与财力 我会产业在先贤与先辈们深具远见及颇有

成效的经营中茁壮成长，Seah	Street	No	

27及No	29	两幢5	层楼及3	层楼商用楼房为

我会的会务发展空间及资金奠下雄厚的基

础。海南陈氏公会是目前新加坡海南籍血

缘或地缘会馆中少有的几间产业资金雄厚

的会馆组织。

优化产业组合，以增加公会财政收

入；增加会员活动空间，以便更好

的支持公会开拓各项会务。

会员与人脉 成功的构建了近千名新加坡海南陈氏宗乡的

联谊、互助与联系的平台，并有效的传承本

籍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海南陈氏公会是新加

坡目前海南血缘会馆中人数规模最壮大的组

织之一。

应增强招收更多年轻会员及妇女会

员，以壮大接班人才。同时，也应

增加召收新移民入会以壮大会员阵

容及加强会馆在海南陈氏宗亲中的代

表性。并将其发展成海南陈氏人的家

园，一个陈氏人在假日都爱聚集在一

块与分享的家园。再者，会馆也应积

极汇聚陈氏人才，以增强海南陈氏公

会在社会的影响力、并共同为公会会

务及海南族群和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领导与服务 公会目前有强大的领导团队，思想开通并勇

于开拓与创新，但领导层平均年龄偏大。会

馆目前为会员提供了不少有关尊祖敬宗祠拜

祖先及推广中华文化与弘扬传统传承的活

动。同时，也为会员开办康乐及主办旅游

寻根的项目。

应积极研究章程的修改以令其与时俱

进，并依据会务发展需要修改会馆的

领导架构，领导期限及鼓励领导层的

年轻化等对海南陈氏公会的可续持发

展是非常重要的。公会应开发更多符

合不同类型会员所需要的活动与项

目，尤其是青年、妇女及儿童的活动

以吸引他们到来。提高家庭价值观的

活动，设立协助学生提高学业与帮助

青年会员走入社会的课程等对吸引年

轻会员有很好效果。另一方面,	会馆

的会务管理应更专业与透明化,	财务

的使用要规化且使用程序应标准化

以避免不必要的滥权事件的发生。

形象与影响 海南陈氏公会近年举办了75周年及80周年

大庆，除了新加坡陈氏宗亲参予之外，并邀

请了来自海南省、东南亚各国的海南陈氏宗

亲至新加坡共庆成立周年志庆反应良好。两

度邀请海南省海口市琼剧团至新加坡演出助

兴，同时在80年周年庆时也举办世界海南陈

氏宗亲恳亲会都获得宗亲们的肯定，令本会

馆名声与地位得以提高。我国社会与家庭部

部长陈川仁宗亲亲临周年庆典祝兴更让本会

得到社会与政府间的肯定，大大提高了本会

的社会形象。但不幸的是，本会存在着一些

权力纷争,	不够团结，出现派系的趋向，影

响本会形象及令人担忧。

希望通过章程修改,	行政的专业与透

明化，领导班子的年轻与专业化，招

收更多会员，增加更多内容丰富，可

提高家庭价值观，尊老敬贤，符合年

轻人的活动等让本会成为一个朝气蓬

勃、团结和谐、老有所依、少有所靠

的家园。同时，也希望本会继续积极

参予新加坡海南社群，新加坡华社及

世界海南陈氏宗亲的活动，以提升本

会的形象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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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的优势/劣势/威胁/机会分析:	

优势

1)	历史悠久，社会地位高；	

2)	有自己的会所，活动空间够，地理位置优越；	

3)	有租金收入，财力强；	

4)	领导能力强，理事团结，组织有冲劲；	

5)	会务管理电脑化。

劣势

1)	会员老龄化；	

2)	缺乏年轻接班人；	

3)	组织系统不够完善、沟通不良、会员不够团结、管理理念差异而引发纷争；	

4)	海南话面临继承困难；	

5)	会员纪律性差。

威胁

1)	会员老化，缺乏年轻新血补充；	

2)	管理理念矛盾，派系纷争影响会馆名声；	

3)	财务管理欠缺专业化与透明度；	

4)	会所使用欠缺良好管理、有浪费的现象；	

5)	海南话面临失传问题。

机会

1)	提升产与优化产业价值,增加公会财务力量；	

2)	设立引进陈氏人才的机制，让公会领导阵容更强大；	

3)	是进行现代化会务管理和提高行政能力的最佳时机；	

4)	组织青年团与妇女团引进新血；	

5)	加强会馆在族群及世界陈氏联谊的角色，提升公会的形象。

1

改变海南陈氏公会形象,	树立正面与鲜明品牌:	

修改章程令其与时俱进，明确其宗旨与愿景及其组织管理架构。设立现代会

务管理系统，增加会务管理的专业化与透明度，以增进管理层与会员间的沟

通机制，减少与避免理念误解不纷争，以改变公会形象树立正面品牌。设立

产业增值与优化管理机制，提高产业的附加值与空间充份使用的科学管理，

为公会增加收益及树立品牌效应。

2

协助会员成长与关怀宗亲生活素质，壮大会员队伍及解决接班人难题:	

提高组织知名度，制定有利于吸引年轻人、妇女及新移民会员的组织与活动，

以增强引进新会员及接班人的工作。设立可提高家庭价值观与关爱敬老的各种

常态项目与活动，以便让公会成为一个朝气蓬勃、团结和谐、老有所依与少有

所靠、会员们都热爱与接受的利他性的“温馨家园”。

3

推广中华文化与弘扬海南传统价值观以增强会员凝聚力与向心力；积极参与

国内外宗亲活动扩大公会知名度与影响力：

加强设立常态性并与时俱进性的中华文化与海南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传导性工

作，以增强会员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充份利用海南陈氏公会在海内外宗亲的

人脉关系，加强本会人才凝聚力及提高本会的社会与国际知名度及影响力。

确认组织策略的制定与执行	

组织三大新策略的制定(综合五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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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三大新策略的执行方法:	

行政与财务组

1)	设立财务标准运作准则		

2)	会员记录电脑化		

3)	成立纪律小组		

4)	设立章程调解委员会		

5)	保护会员个人资料隐私权	

产业组

1)	安排紧急疏散作业，教育会员危机意识	。	

2)	设立主要设备更换与维修偿债基金	(Sinking	Fund)	以备急需。	

3)	设立水电管制机制、控制浪费。	

4)	设立固定资产帐目以管制资产流向。

文化组
1)	开办弟子规及道德经班。	

2)	开办华族方言歌谣，诗词吟唱班。	

3)	开办汉语拼音班。	

青年组
1)	集合青年人正式成立青年团。	

2)	两年一次举行慈善工作。

妇女组
1)	举办双亲节。	

2)	举办圣诞节。

礼仪组 1)	举办公会所有传统节日。

1.	改变海南陈氏公会的形象,树立正面鲜明品牌:	

1)	配合新宗旨与新愿景,	组织定位与公会之优势、劣势、威胁及机会的分析，按三大

新策略修改	公会章程与管理架构提高公会的会务运作能力以达致形象改革、正面

与鲜明品牌的树立；	

2)	明确理事会的管理与分工，提升秘书处的服务专业性与效率,	以加强公会会务的运

作及开拓，	并提升组织与会员的沟通效率；	

3)	勇于创新领导，敢于罗致与使用人才协助改善组织的运作与影响力；	

4)	管理方式的全面网络化,	加强组织与年轻宗亲及国内外宗亲的联系能力及效率，并

协助公会摆脱老旧落伍的形象。

２.	协助会员成长与关怀宗亲的生活素质，以壮大会员队伍及解决接班人难题:	

1)	设立或资助人才培训机制、协助年轻宗亲或会员提高生计技术或协助会员生计与学

习困难是吸引年轻人才加入公会的有效方法。	

2)	设立家访机制以关怀及协助年长或弱势会员或宗亲将提升公会的互助、包容及关爱

的正面内涵与形象。	

3)	设立青年团及妇女团等平台可直接增强有关方面的活动内容及活力，并协助解决年

轻会员接班的困难问题。

3.	推广中华文化与弘扬海南传统价值观，以增强会员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积极参予国内

外	宗亲活动提高公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打造常态性宣扬海南人或华人传统节日活动平台	(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

节、重阳节及二月二日等)	凝聚和团结会员；

2)	通过组织美食节、工艺美术与文化展、琼剧海南歌谣朗读等康乐活动，以促进会员

的合作、	创意与沟通，增进感情与认识；	

3)	积极组织返乡探亲、祭祖及参与各种宗亲及海内外海南乡亲交流活动，促进社会与

国际交流平台提升公会人脉和影响力。

确定本届理事会重点行动计划与事项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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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组
1)	安排未来接班人上社交课程。	

2)#	组织宗亲到海外参加海南陈氏宗亲及世界海南社群交流活动。	

3)#	参加本地海南族群活动，参与文化交流。

第1章：集思营开展思考议程	

第2章:	集思营举办的目的	

第3章:	破冰之旅	

	 3.1	:	重温与展望海南陈氏公会的成就与发展(图表展示)	

	 3.2	:	我们眼中今日5年后陈氏公会的成长与展望	

第4章:	宗旨和愿景	

	 4.1	:	目前的宗旨与新建议的宗旨	

	 4.2	:	目前的愿景与新建议的愿景	

	 4.3	:	建议中的新宗旨与愿景所包含的主要元素	

第5章:	组织定位	

	 5.1	:	组织与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定位	

	 5.2	:	组织与主要活动的关系定位	

第6章:	公会的优势/劣势/威胁/机会分析	

第7章:	确认组织策略的制定与执行	

	 7.1	:	组织三大新策略的制定	

	 7.2	:	组织三大新策略的执行方式	

第8章:	理出策略项目优先顺序	

第9章:	确定本届理事会重点行动计划与事项优先顺序	

第10章:	总结与建议	

第11章: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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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5	-	0830	 报到	

0830	-	0900	 早餐	

0900	-	0910	 会长/嘉宾致辞	

0910	-	0915	 集思营举办的目的	

0915	-	0920	 时间表	

0920	-	0945	 破冰之旅	(分组讨论)	

0945	-	1030	 重温海南陈氏公会的成就	(分组讨论)	

1030	-	1100	 休息	

1100	-	1230	 重温我们的宗旨与愿景	

1230	-	1330	 午餐	

1330	-	1415	 检讨我们的宗旨和愿景	(分组讨论)	

1415	-	1445	 宗旨与愿景	(建议)	

1445	-	1515	 检讨我们的定位	(分组讨论)	

1515	-	1615	 检讨挑战	(SWOT)	(分组讨论)	

1615	-	1630	 休息	(茶点)	

1630	-	1700	 确认策略	(分组讨论)	

1700	-	1800	 理出策略优先顺序	(分组讨论)	

1800	-	1845	 检讨与展望近期各功能组织行动计划	(分组讨论)	

1845	-	1915	 确定本届理事会重点行动计划	

1915	-	1930	 总结/集思营结束	

1930	-	2030	 晚餐

大会主席：陈嘉兆	 大会主宾：陈文焕博士		 大会顾问：陈泽平	

大会主持：韩进元	 大会秘书长：陈德发	 	

编号 小组 第一组																																				
社交								
礼仪

第二组						
青年
妇女

第三组
产业
资讯

第四组																																																																																																																																																			
行政													
财政

第五组											
文教

1 组长 陈川昌 陈玉本 陈贻 陈春娃 陈垂良

2 副组长 陈文正 陈文濂 陈文浩 陈文君 陈文华

3 记录 陈奕光 陈家吉 陈文冠 陈德海 陈经源

4 组员 陈永益 陈玲 陈德杨 陈吴素云 陈业雄

5 	 陈贵绪 陈王琼花 陈爱贞 陈吉顺 陈昌义

6 	 陈锐铭 陈王禅莲 陈川强 陈川权 陈周廷芬

7 	 陈功育 陈春美 陈封书 陈加珊 陈吟丽

8 	 陈媛 陈春兰 陈黄梅妹 陈玉锦 Maggie

9 	 陈玺华 陈文禧 陈世方 潘家海 陈昌贤

10 	 陈周经蓉 张孝平(行政秘书) 陈盈式 陈秀卿 陈龙月明

11 	 陈学汉 	 陈世珍 	 陈嘉军

小计 11 10 11 10 11

总计	（2016	.	04	.	2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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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hew of kins-man Suan Chyang and son of kins-man Suan Mui, kins-man 
Jee Tuan, Winston awarded Phd in Biology (Medicine) by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s, and was then engaged by University of Yale, United 
States, as a Postdoctoral Associate.

Kins-man Jee Tuan, Winston noted that he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s, and obtained three degrees consecutively and that he 
obtained his Phd in Biology (Medicine) from the same university in September 2015.

He is currently hired by a US top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Yale as a 
Postdoctoral Associate to further his research with a view to benefit the community.

Apart from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Kins-man Jee Tuan, Winston, is 
interested in artistic photography. Furthermore, he is also an exponent in Korean’s 
Hap Ki-do (black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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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hew of member kins-
man Suan Chyang and 

younger son of kins-man 
Swan San, kins-man Yiyun 
was awarded scholarship 
from Melbourn University, 
Austral ia, International 
Reserch Fund to pursuit his 
Phd study in Aerodynamics.

Kins-man Yiyun accompanied his parents to 
attend the Chinese New Year (CNY) gathering on the 
tenth day of CNY and received a ‘Lucky Hong Bao’ 
from the Association. He was very happy and touched.

Kins-man Yiyun said that he returned from abroad 
for CNY and attended the CNY gathering 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He was really touched 
to meet kins-folk of all ages with exchanged greetings 
to each other in a gayly mood. He regretted he could 
not aptly express his delight and paid respect to the 
elders. He hoped he could be excused.

Talking about his study abroad, Yiyun noted 
that he initially took up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t 
Singapore Polytehnic. Upon graduation with flying 
colours, he furthered his study in ‘Aerospace’ at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Delft in Netherlands. He 
completed his Bachelor Degree with excellent results.

Owing to his excell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he 

Kins-man Yiyun (Centre) after receiving Singapore National 
Youth Gold Medal from President Nathan in 2007, took photo 
with his parents.

Jee Tuan, Winston (left) Phd in 
Biology (Medicine) from UOA, NZ.

Kins-man Yiyun awarded scholarship
to pursuit his Phd study in Aerodynamics

Jee Tuan, Winston Phd in Biology (Medicine) 
from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s 

was awarded EU Scholarship to study Aerodynamics at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weden, where he 
obtained his Masters Degree with excellent results too. 
Yiyun participated in a structured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 with the University of Leige, Belgium, during 
his two years term at KTH.

Kins-man Yiyun stressed that the Aerodynamics 
Research Study at Melbourne University was world 
renowned. He hoped that he would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t large upon completion 
of his Phd research program. He also shared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kins-folk that only if you study 
hard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 scholarship is always 
waiting for you to unfold your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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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前来自海南省陈美

荣宗亲(29岁)嫁给从事捕鱼业

闽籍陈春发(38岁)，俩人共育

一子陈勇祥，他现年已13岁；

目前在柏康中学读中一，课业

成绩尚佳。

现今已42岁的陈美荣女士

(文昌市，公坡镇，连榜村)，她

是本会永久会员。宗亲们于2016年3月14日(星期一)自

《联合早报》本坡新闻第五版上获悉噩讯：她的夫君

(春发)于3月10日随友人在乌敏岛外海捕花蟹后，不知

何故“意外”失踪，三天后才被友人在仄爪哇(Chek	

Jawa)海域中寻获浮户。

当公会部份宗亲会员或乡亲知道不幸事件发生在

美荣女士身上，大家纷纷表示同情，个别发动捐献帛

仪共新币1700元。

由泽平、嘉兆、川强、德发等宗亲；于4月12日

上午10时许，特将这笔帛仪递交给美荣宗亲，同时加

以慰问和关心她的近况。

美荣女士与儿子勇祥住在榜鹅地带三房式政府组

屋。依美荣表示：屋子的一切费用，已全由政府和保

本会会员宗亲乡亲对美荣会员夫君海上意外
表同情共捐帛金1700元并登门慰问

险机构清理了。她目前在住家附近咖啡店里的一家鸡

饭摊当助手。她对宗亲及乡亲们的这份热心关怀与慰

问，深表衷心感谢。

上述1700元帛金，系由21名宗亲及乡亲联合捐

献。他(她)们是：泽平、嘉兆、时丰、德发、文华、贻

良、文君、奕光、兴德、盈式、业雄、兴亚、川强、文

正、文海(公坡镇)、陈王琼花、陈周廷芬、陈严若元、

陈月珍、王琼燕及符 。

(强·讯)

左起：泽平顾问、美荣宗亲、嘉兆会长、德发秘书长

母子俩

新加坡独立建国已逾50年。单就华族人群来说，各大姓氏皆

有。像海南陈氏公会是一个大家庭组织。之间各有不同的血缘关

系。作者业雄宗贤特别吁请公会设立完整又统一性系统,鼓励各家

庭宗亲建立各自家庭的“家谱”作为家庭史的第一步。

业雄宗贤在本书里指出：建谱工作并不简单，不过，在寻谱

与建谱过程中，有助拉近彼此的亲切关系。一旦一个家族确定了

其先辈的根系，就可承先启后了。

不为自己的“家族史”留空白

是重要的。业雄宗贤一再强调：不论是建立新谱还是重修旧谱，都能整合家族史

与提升家庭的凝聚力。

宗亲公会（诚如海南陈氏）要如何鼓励宗亲会员学习编纂自己的家谱？这是很重

要的。	海南陈氏公会已不断呼吁宗亲会员重视自己的家族史让子孙万代可以流传与共

同留住记忆。

业雄宗贤亦一再强调：保留宗族史和个别家庭史皆为同样需要和重要。它的精彩

与焦点，可以成为宗族甚至是国家或个别家庭中珍贵的精神文化资产。

每个宗族每个同血缘家庭中的林林总总故事，当建立家谱时，都可以做适当选择

性留下后世流传。

						(川强·讯)

业雄宗贤新著：

《当代公会使命》一书
	为华族群建谱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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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演唱“华族方言歌谣”吗？
Our Cla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Jointly Conduct The Chinese Dialacts 
Ballad Class

每周六上午10时至12时。在公会会所三楼上课。

吾会与海南会馆联办5讲方言歌谣课程共10小

时。5月、8月及11月开班。

	• 垂良宗亲老师教导

	• 全部课程一律免费

	• 学习演唱的不同方言歌曲如下：

海南歌谣：《五指山》

广东歌谣：《儿安眠》

潮州歌谣：《初三月　月如眉》

福建歌谣：《天黑黑》

华语歌谣(曲)：《茉莉花》

The Class will be 
commened on May, 
August and November 
with 5 sessions each 2 
hours per session.

Venue: 3rd floor, 
the clan’s premises, 
10am to 12pm.

Chinese Dialacts 
Ballad are Hainan, Cantonese, Teochew, Hockien and Mandarin 
Ballads.

 The above classes are FOC , open to members of life.

歌曲教唱名师：王秀玲指

导会员学习演唱歌曲，参与者

纷纷表示赞赏。

我会三楼及四楼均设有演唱

卡拉OK室。四楼的卡拉OK演唱

活动，获得吾会社交主任时机宗

贤免费指导。

三楼卡拉OK室，特聘请来自中国新移民音乐系高

材毕业生王秀玲给予开始基础演唱指导。她经拥有逾

30年的教唱经验，个人也曾荣获不少歌唱比赛奖项。

课程已于2016年3月5日开课，日期和时间订

于每周星期六下午12时半至二时半。课程伊始是教

导：“发声基本方法”和基础掌握技巧。

近三个月来，会员纷纷表示：“我对自己演唱一

首歌曲的信心已经提高很多。”

据公会行政处指出：此课程继续欢迎会员宗亲和

准会员报名学习。凡会员宗亲每月学费10元；准会员

每月35元。若遇星期六是公共假期或公会举办大型活

动相撞，请恕此课程不便补课。
Karaoke Singing Class Conducted By Ms Wang Siew 

Ling, China Trainner.
Trainner Ms Wang is an Unversity Trained vocalist from 

China. She has been teaching for Singing for more then 30 
years.

The class conducts since every week for Saturday From 
12:30pm to 2:30pm. It fee which $10 per member and $35 per 
associate member. Welcome to register with the Secretariat 
Office.

王秀玲卡拉OK歌唱班

	 迎合会员宗亲需求公会开办“智能手机应

用”课程，分“Ipone”与“IPad”及“Androld		

Smartphones	&	Table”系统，不同年龄层会员反应

热烈。

为迎合不同年龄层的会员宗亲需求，公会特邀请

对新科技知识具有心得的卢国光先生同会员宗亲共同

分享“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对宗亲日常生活有实际

的帮助。因此、会员对课程反应热烈。

“Ipone”与“Ipad”课程共上4堂课。每课三小

时。在三楼课室上课。每星期日下午3时至6时。课程

指导内容包括：开关、设置、音量、手指运作及网络

联接、卫星导航、日历、闹钟、电邮⋯⋯和安全保护

措施等等。

老师还进一步指导如何沟通和寻找使用放向。例

如：怎样发	短信SMS，使用Whatsapps、Wechat等

文字和语音⋯⋯。

至于Androld	Smartphones与Tablets系统这方面，

指导怎样操作多项措施；如观看电影、听音乐、游戏

及电邮⋯⋯。

引导你如何使用Whatsapps，怎样传送图片与视

频；邮件接收和处理；如何运用面簿(Fackbook)和云端

电脑；如何寻找娱乐和使用Google	Map？等等项目。

上述实用课程深受年长会员宗亲欢迎，分别上4堂

课。每课3小时；每星期一在三楼课室上课。每项课程

各收费60元。欢迎宗亲向秘书处登记或报名。

(强·讯)

“智能手机应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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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海外宗亲抵达狮城樟宜机场

80周年庆典

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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