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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致：  亲爱的会员宗亲们             2018 公会快讯 #3 

  To :    Dear Members               News Letter #3 

                            
A. 2018 年颁发 2017 年度勤学奖，得奖名单（附件一） 

B. 公会庆祝 83 周年纪念联欢晚会 

日  期 ：2018 年 9 月 16 日傍晚七点 

地  点 ：大巴窑后备军人协会，欢喜酒楼 
主  宾 ：本会荣誉顾问 陈川仁 宗贤 新加坡共和国国会议长 

C. 吉隆坡 3 天 2 夜逍遥游 

为参加马来西亚陈氏总会 30 周年联欢晚会,我们举办新加坡/吉隆坡 3 天 2
夜旅游 
日期 ：1/9/2018 – 3/9/2018 
团费 ：会员：$228/人(2 人一房)，非会员：S$268/人  
欢迎宗亲们踊跃参与，报名截止日期为 18/8/2018.（请参阅附件二） 

D. 海南省文昌陈氏大祖祠，订 13/10/2018 为纪念陈氏大宗祠重建 20 周
年和宗祠成立 245 周年举行盛大庆祝会。有意回乡的宗亲们，请与秘
书处联络。 

E.  新加坡开埠 200 周年，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将举办“无名英雄”的活
动   为配合此项活动，我们将举办小记者课程,介绍成为优秀小记者所应具
备的人品，素质，涵养和技巧等，欢迎宗亲子女踊跃报名参加。课程免费.
（请参考附件三） 

F.  《开族传世谱集》 卷一即将出版 

凡欲建谱为家族立下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开花散叶之“开族史”的宗亲们，
而还没有完成者，请尽快和建谱工作组联系。 

G. 公会将于以下日期庆祝中元/秋祭/中秋节 

中元节： 25/8  （六）中午 12 点拜祭 
秋  祭： 26/8  （日）中午 12 点祭祖，备有自助餐 
中秋节： 23/9  （日）中午 12 点祭祖，傍晚 6 点中秋节庆祝会 
欢迎宗亲们抽空出席。 

H.  新加坡海南美食节午餐     

第 4 届新加坡海南美食节订于 9 月 23 日中午 12 点，在万喜楼举行。  

    欢迎宗亲们踊跃报名参加，餐费每人$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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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会开办的课程和现有的活动 Activities and Courses 

• 声乐训练班 ：每星期六,下午12.00am – 2.00 pm    
      Vocal Class：12.00 am – 2.00 pm for  every Saturday 
      声乐老师：Ms Ma Qing， 费用：每10节课 S$100 ($100   per 10 lessons) 

• “神韵”合唱团 ：每星期六,下午2.00am – 3.30 pm    
“shenyun”Chorus Class：2.00 am –3.30 pm for  every Saturday 

      合唱团老师：Ms Ma Qing， 费用：会员每月$10 ( $10 per month) 
• 乐理/卡拉 OK 训练班 ：每星期六 下午3.30 pm – 5.30 pm 

      Karaoke Singing Class ：3.30 pm – 5.30 pm for  every Saturday 
      指导老师：陈时机 宗亲 (Tan See Kee  )  
      费用：每月 $10.00 ($10 per month) 

• 卡拉 OK 大家唱：  每星期日下午1.30pm – 5.30pm 
Karaoke for All Members：1.30 pm – 5.30 pm  every Sunday 
费用： 每次 $2.00 ($2.00 per session) 

• 乒乓球训练班 –星期五晚上7.00pm – 9.00pm 
      Table Tennis Training Session – 7.00 pm – 9.00 pm every Firday. 
      指导老师：陈永益 宗亲 (Mr Tan Yong Aik ) 费用 ：免费  Free of Charge 

   J 海南省陈氏大宗祠 

     海南省颍川历史研究会发动在海口市演丰兴建海南陈氏大宗祠，宗祠的主体工   
      程已经顺利完工，宗祠的第一进第二进第三进和左右副殿等内外部装修进展顺 
      利。整个工程需要3，4千万人民币。国内的宗亲和企业家掀起多轮的捐款，捐 
      物，他们齐心协力，为陈氏事业锦上添花。4月15日海南省历史研究会在海口召 
      开海南陈氏企业家爱国敬祖座谈会，出席的企业家们当场就筹到5百多万人民 
      币。马来西亚隆雪颍川陈宗亲会和泰国旅暹海南陈家社也已经各捐献5万人民 
      币。海南省历史研究会希望新加坡的宗亲们也能够参与海口大宗祠的建设。我  
      们在此呼吁宗亲们慷慨解壤，为海口大宗祠的建造出一点力。有意愿捐款的宗 
      亲，请联络秘书处，捐款者名单如下： 

海南陈氏公会  RMB10,000 
     陈泽平  RMB  10,000   陈嘉兆  RMB  10,000   陈永祥  RMB 10,000          
      陈秀卿  RMB  10,000   陈时彬  RMB  10.000   陈其亮  RMB  5,000 
      陈时机  RMB   5,000   陈封照  RMB   5,000   陈玺华  RMB  5,000  
      陈有万  RMB   1,000   陈奕光  RMB     250   
      陈杰芳   S$   1,000   陈德发   S$     600   陈文浩   S$    200   
      陈有运   S$     200   陈川强   S$     100   陈文华   S$    100  
      陈贻良   S$     100   陈昌松   S$     100   陈文海   S$    100(科第村) 
      陈经源   S$      50   陈文君   S$      50   陈洁如   S$     50   
      陈垂良   S$      50   陈泽南   S$      50   陈贵绪   S$     50    
      陈业雄   S$      50   陈兴亚   S$      50   陈振栋   S$     50    
      陈永益   S$      50   陈文霞   S$      50   陈林芳琴 S$     50    
      陈周廷芬 S$      50   陈王琼花 S$      50   陈玉锦   S$     50   
      陈功育   S$      50   陈时和   S$      50   陈可金   S$     50 
      陈世勤   S$      50   陈川权   S$      20   陈川英   S$     20    
      陈明森   S$      20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秘书处启                                                                                                                                                                                                                                                                                                                                                                                                                                                                

                                         2018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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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颁发 2017 年度勤学奖  

得奖名单 （附件一） 
 

小学组得奖者 
陈乐嵘(陈崇能)   陈芷涵(陈明达)   陈焕莹(陈明任)   陈奕恺(陈泽贤)   陈晟
扬(陈星安)   陈德磊(陈世勤)   陈梓轩(陈美云)   张孜嬣(陈玉敏)   谢承熹(陈
君莉)   谢承熹(陈君莉)   陈恩乐(陈杰汉)   曹睿珈(陈丽君)   黄俊皓(陈雪霞)   
罗智轩(陈君颖)   陈颖萱(陈川兴)   陈乐轩(陈崇能)   陈子欣(陈奕志)   陈丽
诗(陈锦源)   陈唯嫣(陈宗炜)   吴欣洁(陈淑美)   陈延裕(陈华强)   张熙恩(陈
薇琳)   陈治安(陈兴伦)   陈惠芯(陈川泉)丘玲玮(陈秀娴)   陈子恒(陈弈成)   
郭姿廷(陈秋燕)   陈川源(陈颖南)   陈思颖(陈明发)   陈礼睿(陈惟孙)   陈沅
美(陈颖清)   陈伟俊(陈待霖)   陈诗祺(陈锦炜)   陈玉峰(陈嘉祉)   陈乐欣(陈
崇能)   陈子义(陈奕志)   陈焕媛(陈明任) 
 

中学组得奖者  
陈泽莹(陈贻彪)   陈贻思(陈忠坚)   陈延丰(陈华强)   丘姈颖(陈秀娴)   陈玉
萱(陈嘉祉)   陈玉杰(陈嘉礼)   陈奕昡(陈明发)   陈鑫瑶(陈颖清)   陈竣祥(陈
贻智)   张宣惠(陈薇琳)   陈奕涵(陈明清)   陈奕豪(陈德发)   林慧雯(陈秋敏)   
陈泽慧(陈贻彪)    
 

    初级学院组得奖者 

李俊宏(陈华)     陈姁恩(陈柳黛)   陈伟成(陈待霖)   陈如川(陈柳黛)   邓十恩
(陈曼琳)   陈宣颖(陈怡智)   陈颖珊(陈崇理)   陈奕仁(陈明峰) 
 

工艺学院组得奖者 
陈世鸿(陈星豪)   陈雁怡(陈颖清)   陈义杰(陈礼仪)   陈义盛(陈礼仪)   陈优
玫(陈培梁) 
 

大学组得奖者 
陈文浩(陈有国)  陈裕蓁(陈裕蓁)   杨汉庆(陈心香)  邓庆阳(陈春园)   陈  琳
(陈颖冬)  陈恺莉(陈明峰)   陈元乐(陈奕康)  陈佳进(陈秀兰)   陈佳圣(陈秀
兰)  林耀明(陈秋敏)   陈维欣(陈宗珉)  陈智威(陈爱贞)   陈礼涵(陈惟理)  黄
育智(陈文霞)   黄詩倩(陈文霞)  吴慧淩(陈秋玲)   萧杰琳(陈爱珍)  陈沅增
(陈奕汶)   陈日政(陈如坚)  陈文诗(陈有甸)   黄廉杰(陈文霞)  
                                                               海南陈氏公会奖学金遴
选委员会 
                                                                        2018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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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 

吉隆坡3天2夜交流之旅  (附件三) 
（9月1日至9月3日2018） 

第1天:新加坡/大士/振林山/新山/芙蓉/吉隆坡/陈总欢边宴会（早，午餐） 

       早上7.00点集中于本公会会所或者楼下咖啡店，7.15点出发前往大士关口办理出
境手续后经过第二通道长堤到马来西亚关口办理入境手续后，由本公司导游接往新山

著名香港点心用早餐，餐后经1个小時行程让大家在永平YOYo土产店休息20分钟，再

回到巴士 继续往吉隆坡行驶，途中停于芙蓉午餐，餐后离开芙直接进入大马首都吉

隆坡，遊览太子成首相暑，国家博物馆，独立英雄广场后，回返四星级酒店 AnCaSa 

Hotel 办理入住手续后，在洒店休息片刻后，于下午六点三十分集中于酒店大堂，（穿

着必须端裝）参加吉隆陈总欢迎晚宴，。晩宴后再回返巴士 上乘车回酒店休息。晩

上可以茨厂街夜市逛逛，自行回返酒店。 

第2天:吉隆坡市区遊 /天后宫/黑风洞/安邦九皇爷庙/双子星塔/参加大会  
(早午餐) 
         早上七点半到酒店楼下大堂餐厅用餐，八点半钟集合于酒店大堂乘巴
士到海南公会天后宫拜访和拜拜天后娘娘后再上回巴士，到兴都教聖地黑
风洞参观，每年大宝森节人山人海热鬧非凡。到大马著名土产店购物、再
到著名安邦九皇百年古庙参观祈福，午餐品尝吉隆坡美食安邦釀豆腐后，
再到吉隆坡坐标双子星塔参观拍摄一张团体照。参观可可巧克力工厂，然
后回返酒店休息，六点半集中洒店大堂集中参加陈总交流大会和晚宴，宴
会后再回返酒店，自由活动。 

第3天:吉隆坡/芙蓉蜈蚣山/马六甲娘惹午餐/永平晚餐/新加坡（早午晚
餐） 

        早上七点半用早餐，餐后收拾行李，八点半集合于酒店大堂，乘巴士离开
酒店前往芙蓉蜈蚣山天師庙遊览参观1个小时，再南下古城马六甲，游马六甲品
尝著名娘惹风味餐，遊马六甲古城和购物，于下午四点半鈡离开马六甲，到永
平晚餐，餐后经高速公路大约一个半小时到达马关口出境回返新加坡，在公会
楼下散团，回返自己的美丽家园                                                               

团费：会员： S$ 228/每位（双人房）； S$328/每位（单人房） 

         非会员： S$ 268/每位（双人房）； S$368/每位（单人
房）：  

1， 团费包含旅游团体平安保险1万元和医药保险500元； 
2， 住宿4*酒店，Ancasa Hotal ，2晚 （近距离唐人街） 
3， 包含1个香港点心早餐，2个酒店早餐； 3个午餐，包含安邦著名酿豆豆腐和 

         著名娘惹午餐。也包括1个丰富乳猪宴全隻（2个晚餐由陈总负责） 

4， 行程包含吉隆 坡景区，芙蓉景点，⻢马六甲景区等等 

5， 每辆巴士士当地导游和领队各一一名。 
6， 全程3天由豪华VIP 31个座位旅游巴士士。 

注意：不不包含3天司机和导游小小费共⻢马币Rm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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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加坡开埠 200 周年活动 
活动名称：Title  -  "S ingapore through the eyes of 
our young " 小眼睛看狮城  
 

讲员 Speaker： 
 
黄丽云老师是天磊语文学校创校元老。累积超过 40 年的教
学经验。黄老师小学时期就参加儿童演艺班，积极参与儿
童话剧及广播演出。当教师以前，曾任职于英国广播公
司，专制作儿童节目。为了推动儿童阅读，她经常到各小
学为学生们讲故事，做阅读工作坊，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除此，还不时
开办讲座与家长、老师们进行培训活动交流。  

黄老师目前是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客卿讲师，与本地小学及学前老师分
享如何在课堂上讲故事。黄老师前年受邀到教育学院讲课。 

去年在国家文物局的邀请下，参与“文化飨宴艺晚晴”活动，为家长开办
“讲故事技巧教学坊”以及为小朋友们讲故事。黄老师是澳洲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毕业生 

Ms Wong is the co-founder of Skylace Language School with over 
40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She has been conducting training 
sessions and reading workshops at various school to cultivate and 
promote children’s interest in reading.  In addition, she has 
frequently hosted workshops and seminars for both educators and 
parents.Ms Wong has also been actively volunteering as a 
storyteller in CDAC since 2011. Ms Wong has been the invited 
speaker for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SCCL).  In 
2016, she was also appointed by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 as an external trainer for Chinese language.  
Mdm Priscilla Wong 黄丽云老师 
James Cook University, MBA 
 
 
 
 
 
 
 
 
 
 
 



~ 6 ~ 
	

新加坡开埠 200 周年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Modern 

Singapore 
 
 

活动名称 : 小眼睛看狮城  
Activity Titled -  Singapore through the eyes of our young 
  
活动宗旨：培养国家认同感，对未来有盼望 
Objective: To cultivate national identity, inspire hopes for the future   
 
活动对象：在籍学生与家长（父母或祖辈） 
Targeted  participants: Pupils and parents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活动日期：2 个周末（小记者课程）暂定：8 月 25 日（六） & 9 月 1 日（六） 
 
活动时间：4.00-5.30pm  (共 3 小时，录像另计） 
Activity: Junior Reporter Course (over 2 weekends)   
     25st Aug (Saturday) & 1st Sep (Saturday) – tentative dates 
     4.00pm-5.30pm (3hours in total,not including of the video 
          ( recording) 
 
活动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1. 为了配合新加坡宗乡总会“无名英雄”的活动，我们将举办小记者课程，课程
为 3 小时，介绍成为优秀的小记者所具备的人品、素养、技巧等。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ctivity of “unsung hero” which is lunched by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 the 3 hours Junior Reporter Course aims to 
introduce to our young the characters, cultivations and skills etc required of them to 
be a reporter.   
 

2. 在课程中，学生也以小记者身份采访一位长辈，运用学习的记者技巧，搜集资
料、访谈、录音、录影。从访谈中，更深了解长辈的对于国家的贡献与付出，
借此激发小记者对长辈的尊敬，也鼓励小记者对于未来新加坡的盼望，达到传
承的目的。 
During the course, our young will interview one of their elders as a reporter, applying 
the reporting techniques taught to them such as data collection, conducting of 
interview, video and audio recording. With the unfolding of many unsung stories of 
the elders contributing to the nation building, the interviews will help develop in our 
young, a sense of gratitude for the elders, and hope for the future of Singapore.         
 

3. 课程中，让年轻的小记者了解更多长辈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等。从访问中
带出他们这些人物对国家的贡献，了解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不是理所当然。 
During the course, our young will learn about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the elders have in mind,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m to contribute to the 
nation building; and also,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our nation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4. 报告可以以 PPT/照片/录音等呈现。 
The report may be presented by the mode of PPT /photos/sound record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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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选优秀的访谈作品，拍成录像，呈现给大家。 
We will select fine works from the submissions, produce it in videos for public 
presentation.    
 

评选标准与奖品： 
Standards of Evaluation and Awards    

1. 所有参与的学生将获颁参与奖，每份为$50.00。 
All participants will receive Awards for Participation, at $50 each 
 

2. 优胜作品分为第一奖(1 名)与第二奖（1 名），分为为$500.00 和$300.00 
First Winner Award and Second Winner Award will be awarded with $500 and $300 
respectively.   
 

3. 评分标准： 
Standards of Evaluation  
访谈内容（30%） 
Contents (30%) 

演讲报告呈现（20％） 
Oral Presentation (20%) 

整体表现（10％） 
Overall Performance (10%) 

 
课程的费用由海南陈氏免费赞助，欢迎踊跃报名，希望凝聚大家的力量，为新 
加坡开埠 200 周年，迎来默默为国家作出牺牲和贡献的“无名英雄”。 
报名截至日期：8 月 19 日（星期日） 
All costs and course fee will be fully sponsored by Hainan Tan Clan Association. 
Your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is cordially invited and anticipated. Let’s extend our 
warmest welcome to the unsung hero of our nation! 
Closing date: 19th Aug (Sunday). 
 

报名表格 Registration Form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访问长辈 
The elder interviewed   

关系 
Relationship  

联系电话 Contact No (1) (2) 

联系电邮 Email adds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