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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致辞
第43届理事于2018年7月24日正式就职，任期三
年。在这三年的任期里，第43届全体理事希望继续
秉承会馆的宗旨，不遗余力地推广教育、弘扬中华
文化以及开展慈善公益活动。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福建会馆必须继续巩固原有的良好基础，团结福建社群，更
必须广开思路，放眼未来，不断自我更新，改革创新，才能与时俱进，继续为福建社群和国
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43届理事接下来将延续会馆对教育、文化和慈善公益事业原有的坚持，加强跨组合作，承
前启后、放眼未来，为国家、为我们下一代的发展做出贡献！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农历新年的脚步也渐趋近；我谨代表第43届全体理事给大家拜个早
年，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学业事业有成、福源财源广进，阖家幸福安康美满！

精毅
主编的话
新年快乐！很高兴福建会馆第72期会讯，能以新面貌和大家共同迎接2019年的到来。
福建会馆会讯从90年代开始出版以来，在各届编委努力经营改进之下，从之前主要报道会馆
及学校活动的《传灯》到2017年增添福建文化专稿并易名为《行》，让会讯以更有文化气
息的姿态呈现给大家。我们将继往开来，从本期开始，更深入的反映会馆的使命及新动向，
并借助更多新科技，与时俱进，让每一期有声有色的会讯即时发送到会员的电邮。
改版后的会讯每年出版三期，内容除了报道会馆和附属机构及学校的活动之外，每期还添加
理事的风采、义工的幕后花絮、福建歌谣及文化专栏等。本期出版时逢新春，特此为大家介
绍应节的歌谣，并附上音频链接QR码，请大家到第27页用手机扫描聆听，和家人以更有趣
味的方式一起学习传统闽南歌谣，传承中华文化。
我们很感谢著名新加坡文化奖得主-林子平老先生为我们会讯封面题字，98岁高龄的他，字
如其人，书表心画，运笔苍劲有力，代表了我们福建人的精神，为我们的会讯增添风采，让
我们在此献上诚挚的感恩。
在筹备本期会讯期间，很荣幸得到会长、理事及会员、属校校长老师们和附属机构的同事们
不遗余力给予协助和指导，我谨代表编委挚诚感谢各位的热忱支持。会讯是属于我们大家共
同的平台，您的意见和鼓励将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让我们“做阵行”，把会讯办得更好更精
采！我期盼着下期再见。谨祝您及家人新春快乐，寿喜双全，福禄双至！记得把随会讯赠送
的限量版福建会馆红包封套派上用场哦！

培青
另：欢迎您把意见寄送到电邮 shhkeditorial@shhk.com.sg, 顺便留个赞吧！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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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第 43 届理事
前排左起：吕立岩、翁仲華、陈慧敏、陈奕福、蔡其生、蔡天宝、陈精毅、曾福庆、李瑞庆、卜清鍾、柯毓麟、张自章
中排左起：王忠毅、林永车、刘昇谚、梁佳吉、蔡瑩瑩、陈康威、谢杰城、施湧海、陈添顺、庄镇祥
后排左起：陈汉栋、蔡振祥、李清财、郑耀楗、曾宪民、黄雪铃、黄培青、杜南发、魏国铭、朱仲涵、方耀明
未列席： 陈庆文、白南泉、蔡添荣、许振义、洪木清、张克荣、林铭铭

总务组

教育组

产业组

文化组

主 任：李瑞庆
副主任：刘昇谚
陈庆文

主 任：陈慧敏
副主任：谢杰城

主 任：卜清鍾
副主任：王忠毅
陈康威

主 任：翁仲華
副主任：梁佳吉

主 任：柯毓麟
副主任：陈添顺

组 员
黄培青、曾宪民
郑耀楗

组 员
白南泉、魏国铭
陈维广

组 员
蔡添荣、庄镇祥
张克荣、李伟安
陈意莉

组 员
林铭铭、李清财
陈伟明、洪健凯

组 员
杜南发、许振义
蔡振祥、陈 煜

社会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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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组

会员事务组

主 任: 吕立岩
副主任: 林永车

主 任：张自章
副主任：蔡瑩瑩

组 员
洪木清、方耀明
陈汉栋、王立菁
傅莲娜

组 员
朱仲涵、施湧海
黄雪铃、王荣辉
陈義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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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参与家庭日活动

会长小档案
陈精毅会长：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会长，祖
籍福建同安。于2004年3月加入福建会馆，曾
任两年的社会服务组副主任，2006年至2008
年是总务组组员，2008年至2018年担任财政
组组员。精毅会长是昂国集团主席暨总裁，也
是Afro Asia Shipping Co.的主席。

Q:作为新一任的会长您有什么新的计划和想
法？
陈:首先我要感谢前任会长，在教育这方面，他
融入了幼稚园这一个环节。贯彻双语文化教育
就要从幼稚园开始，连贯性的教育很重要，接
下来，我们会不断的增加课外活动和融入新的
科技，例如设计思维，在“ 玩”的过程中，开
发学生们的创造力，希望学生能够收获更多的
知识和进步。
Q:福建会馆不但致力于教育、慈善、文化、艺
术，在未来还有什么新的领域开发吗？
陈: 现代人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自然资源过
度开发，导致生态不平衡。作为社会的一份
子，我们需要增强自身的环保意识。我们的
衣、食、住、行各方面可探讨符合科学、大自
然、卫生、健康、绿色的要求。希望这是一个
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新领域。
Q: 参加福建会馆对会员有哪些意义?
陈:福建会馆有六所附属学校以及文化学院，并
协助管理多个历史古迹，会员因此有许多参与
的平台。现在很多人想做义工，精神可嘉，我
希望这种精神可以发扬光大，不要局限于小范
围，也不要单单只是为了儿女的教育，要多为
社会做贡献。我们有许多能力和专业都很强的

陈精毅会长访谈记
我们有许多能力和专业都很强的会
员，福建会馆能够提供平台，希望
他们能够平衡生活，通过分享，让
生活更有质量。

会员，福建会馆能够提供平台，希望他们能够
平衡生活，通过分享，让生活更有质量。
Q: 福建会馆对您个人有什么意义和影响？
陈:纵观新加坡以及南洋一带的历史，我们福
建人对社群的发展做了相当大的贡献。记得我
曾参观过陈嘉庚、李光前先生的纪念堂及展览
馆，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教育这方面
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先贤当时已经极具远见，
倡导新兴科技的教育和使用，捐资为学校购置
例如显微镜和计算机等科教设施。这对我个人
是很大的引导和启发。
福建会馆的团队很强大，新一代理事非常专
业，他们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精英人才，而且
很年轻。他们各自拥有优秀的平台，把他们聚
集在会馆，可以组建更大、更新、更有创造力
的平台。会馆就像是一颗大树，拥有很扎实的
根基和资源。我很荣幸能有此机会、也很期待
跟他们一起合作和学习。

采访·徐楊婷
文字整理·郑竣曦

5

理
事
聚
焦

会馆主要是照顾福建族群。从历史来看，
福建会馆对教育方面特别注重，六所学校
里面有五所学校有百年历史。作为华商，
我们强调的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副会长小档案
蔡其生副会长：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副会
长，祖籍金门，现任金门会馆主席。于2006年
3月加入福建会馆，历任教育组主任，社会服
务组主任，2012年担任副会长至今。他也是
2012年第七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的附属活
动“世界闽商经济论坛”筹委会主席。其生副
会长现任德华工业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经
理。

蔡其生副会长访谈记
Q:福建会馆对您的意义和影响有哪些呢？
加入福建会馆，是从陌生到熟悉历史的过程。
福建会馆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最大的会馆之
一。我是南洋大学毕业，大家都知道南洋大学
是已故陈六使老先生创办的，那个时候他是福
建会馆的会长，他把土地捐出来办校。福建会
馆在南大的创办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那么进来福建会馆，了解这些之后，我觉
得福建会馆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会馆，能够有机
会来会馆服务，我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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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曾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现在您是福建会
馆的副会长，在这两个机构服务有没有什么想
跟大家分享的？
蔡:中华总商会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商会团体，
它成立有超过110年，但还没有福建会馆长。
总商会是新加坡华商精英聚集的地方，他们来
自不同的籍贯，例如福建、潮汕、广东等。作
为商会，它是以商为主，当然也扮演一些社会
角色。在总商会的一些福建商人也同时在为福
建会馆服务，许多人都有两顶帽子，所以我过
来福建会馆也不是很陌生，有许多朋友。福建
会馆主要是照顾福建族群。从历史来看，福建
会馆对教育方面特别注重，六所学校里面有五
所学校有百年历史。此外，我们也通过天福宫
来推动弘扬福建文化。天福宫在我们这里定位
不仅仅是一座庙宇，而是福建文化的传承。所
以总商会和福建会馆性质不一样，但是作用却
相辅相成。作为华商，我们强调的是取之于社
会，用之于社会。

福建会馆的历史悠久，先贤无私奉献
的精神和恒心以及勇气令我钦佩，这
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的使命感，让我们
更有信心和动力一直走下去。

陈奕福副会长访谈记
副会长小档案
陈奕福副会长：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副会
长，祖籍福建南安，现任世界泉州青年联谊会
理事长、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南安
会馆会长、南安慈善总会永久名誉会长。于
2010年8月加入福建会馆，曾任总务组组员，
财政组副主任，总务组主任。奕福副会长是远
泰燃料贸易私人有限公司创始人暨主席。
Q:大家都知道您是宗乡会馆的会长和福建会馆
的副会长。同时兼顾两个组织的职务有没有什
么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新加坡以福建人居多，Singlish里面
不少字句都是福建话。很多人对福建
话的印象大多是粗俗和老土，可是歌
仔戏和南音里头的文化，却是很文雅
和高深的。

副会长小档案
曾福庆副会长：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副会
长，祖籍福建惠安。于2000年2月加入福建会
馆，历任建设组组员、财政组副主任、财政组
主任、总务组主任、署理会长、产业组主任
等，是会馆资深理事之一。福庆副会长现任王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商业和公司纠纷部门负责
人）。
陈:宗乡总会的工作是领导新加坡华社各个籍
贯、各个地方包括宗亲、姓氏、新移民，校
友会团体等等。主要是建立平台，让各个不同
籍贯的社会族群共同来为社会做多一点贡献，
让各个籍贯的团体有更紧密的交流。就宗乡总
会和福建会馆相比，资金肯定没有福建会馆雄
厚，历史也没有它悠久。但是宗乡总会平台范
围比较广。所以两个组织有不同的功能，各有
所长。
Q:您在福建会馆也负责天福宫的管理，但是随
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庙宇宗教活动会逐渐被边
缘化吗？
陈:这个是见仁见智。福建会馆以文化传承为
出发点，以不同的表现方式例如海报、文化导
览等等向群众传达传统节日、节庆礼节和祭拜
方式背后的意义和价值观，反而引起年轻人浓
厚的兴趣。过去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所以不去
理会。其实我们新加坡社会是一个宗教相当融
合的社会，所有的宗教都是导人向上和多做善
事，倡导社会和谐的。宗教之间没有冲突。我
们就以天福宫做例子，旁边就有回教堂和基督
教堂，我们很和谐的相处。这也是我们想传达
给社会的一个信息。
Q:福建会馆对您的意义和影响有哪些呢？
陈:福建会馆对我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之前
我在南安会馆，来到福建会馆以后我才发觉我
们的渺小。在管理、会务各个方面都有很多值
得我们学习和进步的地方。福建会馆的历史悠
久，先贤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恒心以及勇气令我
钦佩，这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的使命感，让我们
更有信心和动力一直走下去。

曾福庆副会长访谈记
Q:作为福建会馆的资深理事、副会长，有什么
想法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曾:我觉得如果想要认识闽南文化，一定要懂得
方言。小时候听广播，看电视节目大家都用方
言。我个人觉得，方言不可以流失，它包含了
很多的文化和意义，福建省其实不仅仅只有闽
南话还有福州话等等，新的一代不可以忘记，
需要继续学习和传承下去。新加坡以福建人居
多，Singlish里面不少字句都是福建话。很多人
对福建话的印象大多是粗俗和老土，可是歌仔
戏和南音里头的文化，却是很文雅和高深的。
Q:作为一个律师，您通常会帮助会馆做哪些事
情呢？
曾:我基本上算是义务为会馆服务，例如会馆修
改章程和一些房地产的问题等等，我会来协助
处理。
Q:您希望会馆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要注重哪些
方面？
曾:我其实是机缘巧合加入会馆的，我知道很多
人加入福建会馆是为了孩子上学读书，我希望
我们的会员可以 open minded 一点，不要只
看到这一点。其实在会馆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扩展朋友圈，并为社群服务，这也是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能为社会真正的去做一些贡献又何
尝不好呢？
采访·徐楊婷
文字整理·郑竣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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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届理事会工作策划会议
第43届理事会工作策划会议于2018
年11月3日下午在福建会馆举行。会
议主要提供交流平台促进理事之间的
互动，共同探讨会馆未来的方针与计
划。当天通过破冰活动让理事更了解
闽南文化，同时让新加入的理事认识
与融入会馆的大家庭。之后理事们积
极参与讨论，提出会馆所遇到的挑
战，并为会馆各组设立目标。理事们
也在会议上踊跃分享了自己的建议和
反馈。此次工作策划会议是理事会明
年集思营进一步深度讨论的基础，展
现了第43届理事积极为会馆未来发展
献策筹划奉献的决心。
前任会长蔡天宝也出席了
工作策划会议及晚宴↓

新旧理事齐聚，讨论未来的方针

Council Workplan Meeting on 3 Nov 2018

- Sherrin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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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t was a gratifying afternoon as committee members brainstorme
uced
and exchanged a myriad of ideas. New joiners were introd
in
to eminent, distinguished members as everyone took part
er
memb
each
led
enab
activities to warm up the atmosphere and
to comfortably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What was remarkable
it a
was how veteran members were forth-coming, making
be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he voices of fresh members to
I
ittee’,
Comm
Group
hear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Youth
not
that
team
am truly humbled and honored to be a part of the
only exude the spirit of camaraderie but truly the exuberance
year
that will help set forth the visions and plans for the exciting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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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eting concluded with a sumptuous meal as we were
ed
treated to a feast of get-together dinner and karaoke as talent
star!
a
like
members sang their hearts out and shined

新会员联谊会
2018年第二次新会员联谊会于10月19日举行，
并吸引了约100位新会员出席。会员事务组主
任张自章先生热烈欢迎所有出席者，并且在发
言时表示，“希望大家不仅为孩子加入会馆，
对会馆深入了解，融入会馆这个大家庭，通过
会馆这个平台回馈社会”。
新会员不但对会馆178年来不遗余力地辅助教
育、文化和社区的发展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也
通过团队游戏，增进对彼此的认识。优胜队伍
也获得由副会长曾福庆先生颁发的小礼品。此
外，新会员们也在答问环节中踊跃提问，而会
馆也就义务服务机制和学校报名等事项给予答
复。通过新会员联谊会此一平台，会馆希望促
进新会员与理事及其他会员相互熟络、拓展网
络，共同为会馆的发展，做出贡献。
↓新旧理事、青年团执委与新会员欢聚一堂

New Members’ Gathering

↑新会员分成小组参加游戏

- Serene Lim

Amidst the cool air of a starry night on 19 Oct 2018, about a hundred new members were
welcomed by SHHK Council and the Youth Group Exco at the 2nd New Members’ Gathering
for the year. Mr James Teo, Chairman of Membership Affairs Committee was hopeful that the
gathering would enhance new members’ understanding of SHHK’s rich and vast history, and
augment stronger camaraderie amongst fellow members.
Mr Chan Hock Keng, Vice-president of SHHK was happy that new members participated
enthusiastically in the on-line quiz and encouraged members to be more involved in Huay Kuan’s
activities. The night ended off with an intriguing and interactive Q&A session with many questions
raised and answered. It was definitely a fun and informative gathering for our new members to
connect among themselves as well as with the Council Members, Committee Members and
Secretaria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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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子规》经典朗读

至圣先师孔子诞辰
天福宫于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廿七举办了一系列富有文化和民俗色彩的活动欢庆孔子2569周年诞辰。
今年的孔子诞辰正日恰逢星期六，因此吸引了一千多名信众前往参加祭祀活动，报名参加“点智慧”
诵经的有九百多名信众。孔子倡议“仁、义、礼、智、信”美德，今年活动围绕这一主题，除了祭
祀，还有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呈献的《六佾舞》，新加坡中华文化传统促进会《弟子规》亲子班的经
典朗读以及手语表演等。活动现场还举办“仁义礼智信-天福宫孔子诞价值观填色绘画比赛”，以期加
深小朋友们对传统美德的印象。天福宫是少数结合道、佛、儒三教合一的华人庙宇。除了供奉主神妈
祖之外，其他供奉的神明还有保生大帝、关圣帝君、观世音菩萨、孔子等。孔子供奉于天福宫东厢“
画一轩”。

Celebrating Originality at Thian Hock Keng
“Sing our Song”《创新声》 is a 7-episode
brand new music programme produced by
zaobao.sg where budding local musicians
are paired and mentored by local
veterans to embark on a musical journey
of collaboration and co-creation. The 2nd
episode of the musical showcase was held
on 30 Oct 2018 at the courtyard of the
178-year-old “living” national monument,
Thian Hock Keng Temple. Local singersongwriter, Tay Kewei（郑可为）, starred as
the special guest singer. Devotees of local
music turned up to pay homage despite
a heavy downpour before the show.
The episode was also broadcast live on
Facebook to reach out to online vie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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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unes at the 178-year old temple

文化学院新启航

文·方百成

缘起
文化学院的缘起，还得追溯到2010年，时任教
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医生莅临大巴
窑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培训中心访问。在布置
展览的角落，部长走近一组正在协助帮忙的年
轻人，小伙子们一看到部长走近，都毕恭毕敬
的以华语向部长问好！部长逐个询问他们来自
何校。让部长觉得诧异的是他们都说得一口流
利的华语。
这年轻人都是毕了业离开文化艺术团的学员 –
青年团团员，有的在大学、有的在当兵、有的
已经在职场有一番作为。他们经常自主回团帮
忙，或自发聚众搞创作，写剧本自导自演，连
前后台的制作协调、接待、票务、宣传等等都
亲力亲为。部长深受他们的热情和对中华文化
艺术的热忱所感动。
他很仔细的到每一间课室去观课，跟老师和学
员们恳切交谈。原本预定参观一个小时的行
程，竟然花了两个小时才结束。

黄永宏部长
与少儿华语课师生恳切交流
临走前部长鼓励文化艺术团的职员说：“有这
么好的成绩，你们应该多做！”团员一时口快
回答：“我们也想多做，可是学生只有周末有
空，课室数量有限，每周最多学生数量只可以
容纳两千人次左右。”
部长若有所思，说了一番勉励的话之后，也就
结束了这次的行程。
几个月之后，会馆收到教育部的来函，询问会
馆是否有意租用暂时还未有计划用途的旧校
舍。
经过好几个月的筹备，从呈上计划书，研究租
用条件、费用、契约等等繁琐的书信往来，再
经过理事会的商议，福建会馆文化学院终于落
户在信立路5号。

部长与文化艺术团青年团员
以华语愉快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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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似平淡的市镇
一座看似平淡的组屋
一段段耐人寻味的生活故事

福建会馆文化学院属下青年演艺团，于2018年12月13至16日在戏剧中心黑箱剧场呈献
4场公开演出：《95生活》。这是青年演艺团自2000年正式成立以来第12次的公开演
出。本剧创作的灵感来自1938年美国剧作家Thornton Wilder的经典话剧 Our Town，
由团员林文斌带领剧作组成员进行改编，讲述后港两户家庭从出生、成长、结婚到死亡
各个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
青年演艺团的团员，从小就在会馆文化艺术团的儿童演艺班学习，许多学员在结业后仍
然秉持着对表演艺术的爱好，不惜花费宝贵的时间参加排演及后台工作，并坚持用华语
创作及演出，分享对成长、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反思，和观众共同传承和构建社群的集
体记忆。

观众评语
真的不错，希望你们能够持续演出。也许辛
苦和累才是活得精彩的元素。祝福与加油！
-- 吴文德 ( Toy肥料厂总监)
要改编一部外国经典剧不容易，但你们做到
了。Act 1 & 2 处理得很好。可以看到青年团
的成长。希望你们会继续演戏，继续走下去。
-- Wai Mun, 观众

Non mandarin-speaking audience came to catch Blk 95!

This theme and topic of life and death have been done a
million times. But this is the best I’ve seen, with so much
sincerity. I’ve enjoyed it more than I’ve expected to.
- Audience

Blk 95 |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Arts & Cultural Troupe
An adaptation of Pulitzer prize-winning play “Our Town”
by American playwright Thornton Wilder, “Blk 95” brought
audiences on an extraordinary journey to uncover not-soordinary lives last December, in 4 sold out performances. This
was the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Arts and Cultural Troupe
Youth Group’s first attempt at presenting an adapted fulllength play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00. The director, Lim Wenbin,
together with a team of peer collaborators, wove familiar
scenes amidst thoughtful reflections to present an eclectic
fabric of suburbia life set in the 90s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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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BLK 95 facebook
page for more photos and
reviews

↑《腾飞的弦2018》所有表演者和指导老师合影

腾飞的弦
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于2018年12月9日，傍晚
7时在戏剧中心剧院，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年终
学员舞蹈汇报演出暨儿童舞蹈展演《腾飞的弦
2018》。演出学员近200人，出席观众500人，
演出多达18个舞目。除了可爱的儿童舞蹈，学
员们也为观众呈现了优美的古典舞蹈及精彩的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舞蹈剧场的小学员们在认真学习华族舞蹈
舞蹈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善美！参加我们
的舞蹈课程，启动自己和孩子们健康善美的丰富律
动之旅！

家长评语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场演出，凝聚了学员和老师们将近9个月的心
血，从排练到协调舞台演出的种种幕后工作，老师
和教练们都孜孜不倦在督促和鼓励学员，把每一
个动作做到最完美。演出当天，在穿上舞衣，画上
彩妆的时候，小学员们都特别兴奋开心，后台洋溢
着既欢乐又紧张的气氛。在每个小班呈献演出的时
候，台下的家长们都在忙着捕捉孩子们在舞台上的
闪耀光芒。

从进入华族舞蹈剧场学习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
孩子会爱上这里。每次下完课，走在回家的路
上，她一路哼唧哼唧，唱着小曲儿，和我分享课
堂的趣事。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我在想要是有一
天，能看着她在舞台上翩翩起舞，该是多么幸福
的事情。
一年的训练，她有幸能成为《腾飞的弦2018》的
一份子。舞台上的她，装扮得像个洋娃娃，虽然
一班有十多个“一模一样”的孩子，坐在后排的
我仍然一眼就认出她。舞姿虽然不是最美的，节
奏虽然不是最准的，但看到她舞出自己，真为她
高兴。也感谢台前幕后的老师们，精心策划的演
出，让孩子能有机会走上舞台。
扫描浏览新加坡
华族舞蹈剧场网站
13

会
讯
特
写

福建会馆家庭日
SHHK Family Day

欢乐嘉年华

文化游戏：鸡蛋密密亦有缝

文化游戏：一个钱打二十四个结
14

文化游戏：无影无踪

嘉年华游戏：射击

文化游戏：一粒田螺煮九碗汤

儿童手工工作坊

超过3000人参与当天的家庭日活动

文艺汇演
光华学校古筝表演
南侨小学合唱团
爱同学校舞蹈团
道南学校武术表演
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
文化艺术奖学金得主
-低音大提琴表演
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
福建会馆幼儿园

爱同学校舞蹈团

理事与福建会馆助学金
和文化艺术奖学金得主合影

道南学校武术表演

福建会馆幼儿园表演

福建会馆助学金及文化艺术奖学金
颁奖典礼

光华学校古筝表演

NAN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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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日乐

天
福建会馆家庭日于2018年11月10日在信立路5号
举行，活动的主题是“儿童乐FUN天”，当天多
达三千多人出席，附近的居民也受邀齐聚共度这
美丽的星期六夜晚。
这个会员们热烈支持与期待的盛大嘉年华会，除
了各种游乐设施和形形色色的游戏摊位，还有12
个游戏摊位是根据闽南谚语和俚语设计的，目的
是让小朋友们在玩的同时，也能学习闽南语并了
解福建文化。此外，会馆属校、幼儿园、文化艺
术团和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也都呈献了精彩的节
目。嘉年华会当然少不了吃，现场各种福建美食
和本地佳肴让全家人大饱口福。
家庭日也获得近两百名会员义工的支持和参与，
真真正正体现了“福建人，做阵行”的会馆大家
庭团结精神。

福建美食让一家人大快朵颐

SHHK Family Day
on 10 Nov 2018

- Sebastian Tan

This is the most fun event that I have ever
gone to with my Daddy and Mummy. Can
you organise this every weekend?

‘Living up to its theme of ‘Fun For Family Fiesta’,
more than 3000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HHK) members, students of our affiliated
schools,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as well as guests
from the neighbourhood filled the SHHK Cultural
Academy campus with vivacious laughter and
merriment on the evening of 10 Nov 2018.
Original Hokkien games devised entirely by
the SHHK council members and staff stole
the show as young and old gathered to learn
Hokkien dialects and curious cultural vignettes
of this largest dialect group in Singapore. Many
wanted to buy more tickets but all tickets had
been snapped up within one hour of opening!
Naturally, a Family Day would not be complete
without delicious food and attractive prizes.
Traditional Hokkien favourites such as Hokkien
mee and popiah were quickly snapped up by
the crowd. Prizes were equally well sort-after
as families raced to collect stamps from the
games and activity stalls to redeem them. The
crowd was also well entertained by splendid
performances from SHHK Preschool, SHHK Arts
and Cultural Troupe, SHHK affiliated schools and
the Singapore Chinese Dance Theat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mplex operation was
16

Fun & games at Family Day
smoothly and safely carried out, close to 200
member volunteers were mobilized. Everyone
agreed that the glint in the children’s eyes
and gratifying smiles from the families more
than compensate for the sweat and hardwork.
Notably, the event was also well-blessed with
good weather, as light showers only started
almos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event. To that, a
SHHK member quipped – “Wow! Our Thian Hock
Keng Temple truly blessed us!”
An eight year-old child summed up this Family
Day most aptly when he exclaimed – “This is the
most fun event that I have ever gone to with
my Daddy and Mummy. Can you organise this
every weekend?”

义工幕后花絮

“福建人，做阵行”—通过一齐行动建立起团队精神和友谊

Andrew Tay 郑清远：
经过精心策划的家庭日当日，筹委会、青年团和义工
之间互相帮忙，义不容辞。我的家人，尤其是我两岁的
女儿，都玩得很尽兴。期待接下来能参与更多会馆举办
的活动。

近200名义工协助活动

Ben Sim 沈伟荣：
透过镜头，我得以将参与福建会馆家庭日的宾客和家
庭玩游戏、享用佳肴的珍贵画面捕捉下来。照片里所拍
下的一个个笑颜都反映了他们由衷的喜悦。

Edwin Tan 陈建豪:
The event brought a day of fun to the children
and families.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with the
heritage games as they let children learn Hokkien
phrases and play games that their parents (maybe
even grandparents) used to play!
Lim Hui Ling 林惠琳:
I had fun interacting with the kids while
volunteering; they were so enthusiastically jumping
around the Clown Slide. Like them, my children
had so much fun that they didn’t want to leave.

做准备

炎阳下为活动

幕后辛勤付出的义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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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福 建 会馆

毕业典礼
K2.1

Ms Dawn Tan、谭校长、方百成先生及汪老师与K2.1的毕业生合影

K2.2

Ms Karen Tan、卜清鍾先生、谭校长及郑老师与K2. 2的毕业生合影

福建会馆文化学院的幼儿园于2014年开班授课，光阴荏苒，今年11月17日不觉到了欢送第
四届毕业生的时刻！小小幼苗茁壮成长，家长和教师们都倍觉欣慰，而小朋友们也不忘向老
师们表达感激之情，体现了“尊师重道”、“饮水思源”的传统美德。毕业在即，同学们当
天也展现了亮眼的成绩单，共同呈献了缤纷精彩的舞台剧《同心协力拯救地球》（Save My
Earth），体现了维护翠绿干净家园的决心！毕业典礼也特别邀请到福建会馆教育组主任卜
清鍾先生，及文化学院执行董事方百成先生颁发结业证书给40位毕业生。

幼儿园各年级的小朋友们
给家长们呈献精彩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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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剧《同心协力拯救地球》
让小朋友们更有环保意识

《弟子规》

午后学堂
欢乐多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 父
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 课室
里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那是午后学堂的特
选课程《弟子规》，希望倡导孩子们对家人
尽职尽责，尊重和爱。从简单易记的字句当
中，小朋友们不仅学会了处事待人的道理，
也提升了华文的水平。

游览海军博物馆
假期期间游览海军博物馆，学生们对军事展
品印象深刻，并更深入了解到保护新加坡海
岸和水域的重要性。学生们也从讲解当中了
解到军队维护和平的任务，以及我国为其他
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角色。

学习急救的常识
福建会馆文化学院午后学堂的学生们，除了
能够得到课业上的帮助，还能够从团体生活
中掌握生活技能，学习照顾自己、关心他
人。假期的基本急救知识和技能小实践，还
能帮助学生增进科学救护常识。

福建会馆文化学院午后学堂为孩子
们提供一站式的课后学习服务，让
孩子们健康好学，茁壮成长。

欲知更多午后学堂讯息，扫描QR码
浏览午后学堂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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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
Bi-culturalism takes centre-stage!

Chongfu School welcomes
GOH Mr Pok Cheng Chong

Graduating students celebrating an important milestone

The Bi-Cultural Chinese Elective Programme (BiCEP) P6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7 Nov 2018 at Chongfu School, with Guest-ofHonour, Mr Pok Cheng Chong, Chairman of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HHK) Education Committee, and Supervisor of SHHK Affiliated
Schools Management Committee gracing the ceremony. More than 200
selected students from the five SHHK affiliated primary schools showcased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with creative renditions of classroom lessons
and cultural masteries imparted through the 3-year programme. The
ceremony ended on an emotional note with everyone ardently singing
the BiCEP graduation song.

唱
作
抢
答
临
场
演

主宾李瑞庆先生与总冠军队伍

听
说
读
写
双
语
佳
小四学生临场发挥创意扮演眼镜蛇，演绎“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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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属校2018年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小四知识
竞赛，于11月7日下午在爱同学校掀开序幕，主宾
是福建会馆总务组主任兼属校董事部义务秘书李瑞
庆先生。知识竞赛分为三个环节，以不同答题方式
和临场发挥故事创作，测试学生们在课程中所学到
的知识。同学们在现场回答问题时候的表现杰出，
竭尽所能为自己的学校争取分数，特别是在抢答环
节，现场更是充满紧张气氛。

在现场故事创作的环节，各校学生按照比赛设定的
题材、地点和条件，临场发挥，在短时间内编排并
演出逗趣的小品。同学们机智、灵活的思维让三
位评审和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下的老师
与同学们在竞赛过程中，也不断地为自己学校的代
表加油打气。最后，崇福学校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
出，成功夺冠。

教师节晚宴·饮水思源

饮水思源、尊师重道是华族传统美德。福建会馆每年在教师节期间都为属校近1000名教职员举办教师节
慰劳晚宴，感谢默默耕耘、劳苦功高的教师们。在2018年的晚宴上，我们也安排了获颁荣誉奖项的毕业
生向老师们表达由衷的感恩和谢意。感谢老师们多年来给予的教导与鼓励。

今年获颁全国荣誉奖项的学生
Awards

2018年总理书籍奖
李欣萤
南侨小学
韩 颖
光华学校
吴乙希
光华学校

2013年毕业生
2013年毕业生
2011年毕业生

2018年李光耀全方位优异奖
林芷绮
道南学校
2017年毕业生
冯思恩
道南学校
2013年毕业生
2018年李光耀数理奖
王鹏俊
道南学校
2011年毕业生
Teachers make a great difference in students’ lives:
Recipients of the 2018 Prime Minister’s Book Prize:
• Lee Sin Yin, graduate of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2013: “A big thank you to all teachers who had
taught me in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especially
Mr Steven Tai. You have all impacted my life.”
• Han Ying Megan, graduate of Kong Hwa School,
2013: “I would like to thank Mdm Zhang Haiyan for
her patience and support. She helped me built up a
strong foundation in Chinese.”
• Goh Yee Si Eunice, graduate of Kong Hwa School,
2011: “Thank you to all teachers in Kong Hwa School
for making the school such a great place to start
my learning journey. I would especially like to thank
Mdm Penny Chong, my first form teacher, who is
warm yet firm, and taught us that having an upright
personality is very important.”

成长的欣欢
师长的骄傲

Recipients of the 2018 Lee Kuan Yew Award for
All-Round Excellence:
• Pang Sze Ann, graduate of Tao Nan School,
2013: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P5 and P6 form
teacher Mr Ang Thiam Poh for his humour
and care. Mr Ang showed great interest in his
students’ lives and character and was always
there for us.”
• Lim Zhi Qi Victoria, graduate of Tao Nan School,
2017: “Thank you Mdm Sharon Tan for being so
supportive especially during our most stressful
year.”
Recipient of the 2018 Lee Kuan Yew Award for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 Bryan Wang Peng Jun, graduate of Tao Nan
School, 2011: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teachers
who have taught me especially my math teacher
Mrs Ngoh Sze Wei. She ignited my passion to the
exciting world of 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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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南·指尖上的母语
文·林绮惠

道南学校的母语双周连串“好戏”陆续登场，让校
园里充满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2018年的母语双周活动内容十分精彩。除了在图书
馆内有校长及老师导读华文绘本、戏曲欣赏，学生
也可以在休息时间参与各种语文游戏和猜灯谜。此
外，学校和往年一样，进行了小四和小五的“小白
龙知识竞赛”，让学生通过比赛掌握母语。
宋代文人苏东坡有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学校于是趁此母
语双周，为小三学生举办了“个个都好有趣”-竹文
化展。学校利用小小紫禁城教育计划赠给道南的展
示板，向学生介绍有关竹子的知识，以及竹所承载
的文化内涵。展示板上的内容包括“竹”的生长区
域，“竹”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竹”制的历史
文物等。导览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方法进行讲解，让
学生们触摸竹制的日常生活用品，或用竹制的快板
来背诵一段小曲。通过耳听手触的真实感知，加强
学生对“竹”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知“竹”— 耳听手触，
学生对“竹”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为期两周的活动，让道南学生体会到学习华文华语
不应局限于课堂里。大家可以通过有趣的母语双周
活动，多接触和使用华文华语，同时学习到更多有
关中华文化的知识。

Developing talents
at Chongfu

- Angeline Chew

In an effort to recognise students’ talents in the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Chongfu School’s aesthetics department introduced the flagship
talent development programme ‘Our Chongfu Talents’ in 2018. Every
last Friday of the month, students a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showcase
their special talent to the school, and these include singing, playing
musical instruments, manga drawing and painting. As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students benefit from the exposure to various genres
of creative art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observe and practice concert
etiquette as they watch their peers perform.
‘Our Chongfu Talents’ has proven itself as an excellent platform
for our students to explore their strengths and promote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 programme has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and
responses from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a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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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ng unity during
Mid-Autumn Festival ↓

Learning for Life
L.E.A.D at ATS

- Matthew Yap

The Learning for Life Programme (LLP) at Ai
Tong School (ATS) seek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uthentic learning in the form of outdoor
education (OE) experience to imbue values
and develop their character, nurture positive
attitudes, self-expression, and strengthen their
interpersonal skills.

Students building trust and confidence through the
blind-man’s trail.

To allow for LLP to further take root in ATS, we
developed an OE structure entitled L.E.A.D
(Lead, Environment, Adventure, Develop) @ ATS.
L.E.A.D @ ATS is a school-wide programme that
involves all students from Primary 1 to Primary 6.
The activities are progressively planned to suit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students.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students experience varied
levels of challenges and develop toughness
(physical), resilience (mental & emotional),
teamwork (social) and an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nd their surroundings.

← It takes a team to build a raft and every knot
counts towards a secured craft.

Students showcasing their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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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box learning
at NCPS

- Nooraina Binte Mohd Nasir

As part of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s 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 every student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develop their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kills through coding.
Students start learning coding in lower primary through
coding programmes like OSMO, Hopscotch and even
Scratch. As they progress to the middle and upper
primary, students develop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through programming
and creation of mini projects using Micro:bit to solve
problems.
Selected students also participated in Micro:bit
challenges such as Microthon at IDEAS Hub@UWCSEA
Dover where students were challenged to work in
teams to create solutions for the elderly using every
day crafting materials and the Micro:bit. The NCPS
team won the second prize with their motion sensor
embedded smart alarm watch creation for the
elderly. This watch sends an alert to family members
when it detects a fall by the wearer.
At the 3D-Tronic Digital Making National Infocomm
Challenge, teams from NCPS clinched the Most
Creative Design Award,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Award,
Most Audacious Team Award and Friends of the Earth
Award. Three of these projects, Automatic Pet Feeder,
Toilet Flush Reminder and Disappearing Garage were
showcased to the public at Maker Faire Singapore
2018, the largest DIY and technology event jointly
organised by Science Centre Singapore and A*Star
Singapore with over 300 booths featuring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s (STEAM)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 Disappearing Garage project which won the
Most Audacious Team Award.

↑Toilet Flush Reminder project which won the Most
Creative Design Award.
← Automatic Pet Feeder project which won the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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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翻转教学“学思达”

文·林英璟

“各位家长，你们好。我们是……，来自6／2班，
我们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学思达’教学法的流程
……”，几名学生微笑着说道。
原来这些六年级学生是在2018年光华学校开放日举
行的“Learning Festival” 学习展上，向在场的嘉
宾与家长们展示两年“学思达”训练后的成果。学
生们很有自信地以流利的华语，向家长们介绍“学
思达”教学法，并组织分组活动，让家长们体验这
个教学法的流程。当天，学生是主角，活动由他们
主导带领，负责老师只从旁扮演协调员的角色。
“学思达”翻转教学法源自台湾，主要训练学生
自“学”、阅读、“思”考、讨论、分析、归纳、
表“达”、写作等能力。它把学习权归还予学生，
藉此促进学生学习的兴趣，并有效地提高学生阅
读、思考、表达、写作等综合能力。
2017年初，台湾“学思达”教学法创始人——张辉
诚老师亲临光华学校，为华文老师们讲课。之后，
五年级的老师们就率先尝试编制“学思达”讲义。
他们根据学生的程度与需求，再配合教学目标，编
制了讲义，然后把学生分组，在班上以“学思达”

方式进行教学活动。试教一年后，老师们发觉这套
教学法，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自学、思考、口语与表
达能力，也同时激发他们学习华文的兴趣。
在老师们齐心协力下，华文部门目前已完成了三至
六年级的全年讲义学习配套。一些一、二年级的老
师也开始以“学思达”方式进行试教。几名曾经在
2017年底到台湾浸濡的英文老师也深受启发与鼓
舞，设计了英文课讲义试教，结果学生反应良好。

学思达课堂特色：小组讨论活动，促进协作学习

25

南侨学子公益乐
南侨中学
“献声”公益

文·黄潮兴

南侨中学的年度嘉年华（SHINES-In-Harmony）已
经举办了近十年，是学校全年的一大亮点。为了响
应服务学习的号召，嘉年华近年来也为社会上不同
的志愿福利组织筹款。2018年的嘉年华，师生共襄
盛举，校友和家长会成员也参与其中。反应尤其热
烈，为12所志愿福利团体筹集相当可观的善款。
嘉年华除了服务社会外，也是团结全体师生的一个
重要平台。学生们在老师的辅导下，发挥创意，摆
出不同主题的摊位，吸引他人光顾。低年级学生借

机将课堂上所学的烹饪技巧，发挥极致，烹煮出让
人垂涎的美食。其中包括欧亚风味、娘惹风味、日
式风味的小吃，让人大饱口福。中三学生则是设计
出不同的游戏，别出心裁。嘉年华也邀请到师生相
继登台呈现才艺表演。表演者弹唱俱佳展现才华，
为慈善尽一份力，并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南侨家
长会和校友会也参与嘉年华活动，贩卖小吃如茶叶
蛋和麻薯，是活动不可少的重要参与伙伴。
嘉年华聚集了热心公益的学生、老师、家长和校
友，拉近了学校和社区的距离。学生学以致用，通
过轻松愉快以及充满创意的方式，发挥了“取诸社
会，用诸社会” 的精神。

Service Learning
at NCHS

- Ng Teo Heng

The mission of service-learning (S-L) in NCHS is to
engage the head, heart and hands of every NCzen
to develop each one into socially responsible citizen
who will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 society. The S-L
curriculum in NCHS distinguishes itself by adopting
a tiered approach for lower secondary and upper
secondary students. It hopes to progressively build
up the level of complexity and challenge. Successful
ideas have been funded by Citi-YMCA.
A key success ingredient in the S-L projects
run by NCzens is the practice of empathy and
design thinking. Students are taught to adop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arget group which the Voluntary
Welfare Organisation is serving, before proposing
solutions that can meet their needs. Students
undertake projects encompassing a wide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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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Service Learning at Cambodia
of causes and work with various VWOs, such as
Guide Dogs Singapore, Singapore Cancer Society,
etc. Thi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key platform for
NCzens to put values into service and action. It
also enables NCzens to acquire knowledge, skills,
values and attitudes that empower them to lead,
serve and inspire. S-L is integral to the character
development of every NCzen.

围炉过年
ui² lɔ² ke⁵ ni²
廿九暝，规家坐圆圆，
放炮围炉来过年。
桌顶酒菜满满是，
有鸡有鸭甲有鱼。
佫有一盘大血蚶，
一碗金针甲木耳。
围炉伓通讲歹话，
年兜伓通拍破物。

公嬷爸母照古例，
按照旧俗拜新年。
祝愿公嬷食百二，
恭喜爸母有财利。
公嬷爸母笑嘻嘻，
红包赏互囝孙儿。
互恁平安 读册，
紧紧大汉 趁钱。

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及全体理事
恭祝所有会员及家属

福星高照全家福
春光耀辉满堂春
Wishing You A Happy
& Prosperous New Year

li⁶ kau³ mi², kui¹ ke¹ tse⁶ i˜² i˜²,
paŋ⁵ phau⁵ ui² lɔ² lai² ke⁵ ni².
toh⁷ tiŋ³ tsiu³ tshai⁵ mua³ mua³ si⁶,
u⁶ kue¹ u⁶ ah⁷ kah⁷ u⁶ hi².
koh⁷ u⁶ tsit⁸ pua˜² tua⁶ huih⁷ ham¹,
tsit⁸ uã³ kim¹ tsiam¹ kah⁷ bɔk⁸ ni³.
ui² lɔ² m⁶ thaŋ¹ kɔŋ³ pha˜i³ ue⁶,
ni² tau¹ m⁶ thaŋ¹ phah⁷ phua⁵ mih⁸.
kɔŋ¹ ma³ pe⁶ bu³ tsiau⁵ kɔ³ le⁶,
an⁵ tsiau⁵ ku⁶ siɔk⁸ pai⁵ sin¹ ni².
tsiɔk⁷ guan⁶ kɔŋ¹ ma³ tsiah⁸ pah⁸ li⁶,
kiɔŋ¹ hi³ pe⁶ bu³ u⁶ tsai² li⁶.
kɔŋ¹ ma³ pe⁶ bu³ tshio⁵ hi¹ hi¹,
aŋ² pau¹ siu˜³ hɔ⁶ kiã³ sun¹ li².
hɔ⁶ lin³ piŋ² an¹ gau² thak⁸ tsheh⁷,
kin³ kin³ tua⁶ han⁵ gau² than⁵ tsi˜².
扫一扫QR
听闽南歌谣
由福建会馆名誉理事
陈建存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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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 新动向

新春团拜 Chinese New Year Spring Reception
日期：2019年2月16日（星期六）时间：傍晚6时正
主宾：贸工部长陈振声先生
地点：新加坡福建会馆（5 Sennett Road Singapore 466781）
电话：6222 8212 网址：www.shhk.com.sg

2019年新春庆祝活动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2019
日期：2019年2月4至21日（除夕至正月十七）
地点：天福宫（158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068613）
重点节目：文化导览活动（2月4至21日）
新春文娱活动（2月4、5、12及19日）
“平安乞龟”活动（2月19至21日）
元宵节庙会（2月19日傍晚5时正开始）
电话：6222 8212 / 6423 4616
网址：www.thianhockkeng.com.sg

户外舞蹈嘉年华《大树脚》Under The Big Tree
日期：2019年3月30日（星期六）时间：傍晚6时30分
地点：5 Sennett Road Singapore 466781
电话：6589 9501 / 6258 9130 网址：www.scdt.com.sg

华文华语 · 乐学活用
幼儿园|少儿课程|午后学堂
Pre-school | Chinese Enrichment |After School Care
电话：6589 9500
网址：www.shhkca.com.sg
www.shhkpreschool.com.sg
www.shhkac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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