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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祠2010年1月17日在本祠礼堂召

开祠员大会，出席大会的祠员

约达百人，理事长伯丰宗亲表示衷心感

谢各理事及祠员多年来的支持与合作，

使各项会务、都能顺利进行，尤其是在

买卖本祠会所及产业时得到祠员大力支

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产业方面，本

祠己经购买3间店屋，目前还在物色另一

间店屋，并计划重建本祠会所为6层楼大

厦，并出租4层楼，增加租金收入。

伯丰理事长说：我们韩氏祠祠员

一路来都非常团结，凝聚力也很强，同

时，理事会一路来采取开放政策，非常

及真诚重视祠员提出不同的意见，且讨

论其可行性。

大会也通过祠员所提出提案，就是

把理事会任期从二年改为三年，以便有

更多时间来完成所拟订的活动计划。

过后，进行改选2010年至2012年度

理事会，复选结果如右:

新加坡韩氏祠2010年祠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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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韩氏祠2010/2012年度理事会名表

荣誉顾问		 ：	 应民

荣誉		理事长	 ：	 福畴		权元

名誉理事长	 ：	 应光		裕畴		火兼丰		卓章		广丰		蛟丰		孔光

法律顾问		 ：	 河定

医药顾问		 ：	 鹤元

理		事	长	 ：	 伯丰

副理事长		 ：	 国荣		玉瑜		大光		诰格		业保		振光

总	 务	 ：	 宝镇	 副		总		务				 ：	爱卿

中		文	书	 ：	 辉光

英		文	书		 ：	 雄元

财	 政	 ：	 焕元	 副		财		政	 ：	舆元

文	 教	 ：	 鹤元	 副		文		教	 ：	雄畴

康	 乐	 ：	 钵元	 副		康		乐	 ：	东元

青年部主任		 ：	 诗定	 青年部副主任	 ：	学扬

妇女部主任	 ：	 爱卿	 妇女部副主任	 ：	素茵

福利部主任	 ：	 汇光	 福利部副主任	 ：	詠光

理	 事	 ：	 昌运		林元		炳元		璧元		毓畴		瑜元		能畴

查		 账	 	 致丰		鸿光

产业信托人	 ：	 伯丰		国荣		玉瑜		诰格		保镇	



吾
祠紧接1月17日会员大会及改选新届理事

会议成功举行之后，复选会议亦于同月27

日举行，并圆满选出2010年度至2012年度新理

事职位如下。

连任新一届理事长伯丰宗亲特别感谢所有

宗亲的信任和厚爱，使他继续有机会为宗亲门服

务。同时，他也感激上一届全体理事会给他全面

支持和襄助，成功办好第3届世界韩氏恳亲大会。

希望本届同仁能继续支持和发动更多会员子女一

同参加今年4月在海南省文昌市锦山宗祠举行的

第4届世界韩氏恳亲大会。

伯丰理事长同时希望新理事会继续携手合

作，开拓会务和增加产业置地。他也期望会有更

多年轻宗亲参加本祠青年团，先从认识祠的常年

会务以及日后参与寻根祭祖的大活动，以丰富自

己的人生。

2010年/2012年度理事长
他希望新理事会继续开拓会务

伯丰
产业信托人

国荣
产业信托人

诰格 
产业信托人

业保 振光

玉瑜
产业信托人

大光

宝镇
产业信托人

雄元

爱卿

辉光

应民

荣誉顾问

福畴 权元

荣誉理事长

卓章

应光 裕畴 丰

孔光广丰 蛟丰

名誉理事长

河定

法律顾问

鹤元

医药顾问

伯
丰
宗
亲
再
度
连
任

新加坡韩氏祠 2010/2012年度理事会

理事长

总务

中文书 文教部

副总务

英文书

财政 副财政

副理事长

焕元 舆元

鹤元 主任 雄畴 副主任

康乐部

东元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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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利田) 璧元林元昌运

瑜元毓畴 能畴

鸿光致丰

青年部

福利部 查账

理事

妇女部

诗定 主任

汇光 主任

爱卿 副主任学扬 副主任

詠光 副主任

素茵 副主任

名誉顾问	 	 :	 韩应民

	 名誉团长	 :	 韩应光			韩孔光

	 团	长	 :	 韩伯丰

	 副团长	 :	 韩国荣			韩玉瑜		韩大光		韩誥格				韩业保			韩振光

	 秘	书	 :	 韩雄元

	 财	政	 :	 韩焕元

	 干	事	 :	 韩钵元				韩东元				韩诗定				韩学扬

	 团	员	 :	 韩世亮				韩汇光				韩万丰				韩咏光				韩林元				韩炳元				韩鸿光	

	 	 	 韩能畴				韩壁元				韩毓畴				韩辉光				韩昌运				韩日光				梁彩琴

	 	 	 林桂丽				陈春兰				韩翠华				吳			花				詹爱玲				石硫琼				吳清媛																																																																									

	 	 	 吳秀华				粱爱娜				韩秀华				粱明忠				黄惠蓉				韩宝端				洪翠金

	 	 	 韩茂元				李瑞月				韩爱菊				韩灼元				白飞英				韩淑花				陈春兰

	 	 	 潘秀华				李春倩				韩锦光				李玉华				张爱莲				蔡高昇				韩秀容

	 	 	 李松醒				韩玉兰				蔡绅华				韩超玉				韩江光				韩淞畴				林玉兰

	 	 	 陈春梅				韩顺光				韩美光				林猷光				韩存元				韩玉英				黄玉兰

	 	 	 吳多明				吳春梅				田爱花
                            

                               

韩氏大会代表团名单

新加坡韩氏祠出席第四届世界

日期 30 -3-10-2-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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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者姓名	 家长姓名

初院	 韩伟龙	 韩巨光

	 韩诗宁	 韩玉应

	 韩素芬	 韩准元

	 韩丽君	 韩永光

	 韩酉婷	 韩舆元

	 韩俐芳	 韩邡畴

	 蔡杰思	 韩超玉

工院	 韩儒畴	 韩珍光

	 韩龙畴	 韩鑑光							

	 获奖者姓名	 家长姓名

一年级	 韩叡定	 韩繁畴

	 龙毅垣	 韩雅忆

	 韩盷倩	 韩爵光

二年级	 韩		颖	 韩鸿畴

	 韩		玉	 韩广元

	 韩宗汛	 韩鈺光

	 韩宇光	 韩进元

三年级	 韩湖定	 韩儒光

	 郑有轩	 韩慧娜

	 韩颖洁	 韩振光

	 韩佳君	 韩雄畴

获奖者姓名	 家长姓名	

四年级	 韩瑞琳	 韩儒光

	 韩玉鸾	 韩学元

	 韩荣畴	 韩瑞光

	 韩欣芸	 韩泽元

	 韩玮恬	 韩祯元

	 龙毅欣	 韩雅亿

五年级	 韩粹定	 韩錚光

	 韩励扬	 韩邡畴

	 郑永方	 韩玉萍

六年级	 韩锐畴	 韩广元

	 韩荔卉	 韩永光

中一	 韩慧增	 韩益元

	 韩宇光	 韩欣元

	 韩欣 	 韩培畴

	 韩碧媜	 韩广元

获奖者姓名	 家长姓名	

中二	 Tay	Yong	Ho	 韩玉萍

	 韩凯琳	 韩棋元

	 韩衔衍	 韩诗定

	 韩荔名	 韩永光

	 韩佳光	 韩江元

	 郑有智	 韩慧娜

	 韩承恩	 韩祯元

中三	 韩秉燊	 韩耀光

	 韩洁莹	 韩錚畴

	 韩明俦	 韩建光

	 韩欣婷	 韩培畴

中四	 韩信畴		 韩珍光

	 韩依育	 韩镛光

	 韩佳光	 韩喜元

2009年初级及工院学业成绩长

－－勤学奖学金名单

本祠文教主任 鹤元宗亲吁请获奖学子们 2009年小学及中学学业成绩－－勤学奖学金名单 

本
祠今年(2010)总共颁发49名勤学奖学

金给宗亲子弟。其中小学生计22位，

中学生有18位，而初院及理工学院生有9位。

总共发出的奖金达6700元。

本祠文教主任韩鹤元宗长在颁奖礼上，

发扬“尊师敬老”美德
共49位宗亲子弟获本祠奖励金

向获奖宗亲子弟说明本

祠颁发勤学奖学金的意义并呼吁年轻的学子们，不但要

努力于学业上，不断吸取新知识之外，还要发扬仁爱

精神，尤其尊师敬老的美德。

本祠副理事长国荣、玉瑜、荣誉顾问应

民及名誉顾问权元四位宗亲分别主持颁奖

仪式。

当天，本祠理事长伯丰宗长及副理

事长振光，也颁发特别红包给19位年龄

高达80岁的宗亲，每名红包80元。总

共发了1520元。

伯丰理事长祝福高龄宗亲继续保

持健康，生活充实又美好、子孙满堂乐

融融。诚如本祠荣誉顾问应民和辉光宗

亲，目前不但活跃于本祠，也不时回返

海南探亲祭祖。6 7



本祠前理事家明丰于2009年5月23日与世长辞，

享年94高龄。其子女秉承先严热心教育的夙愿，

不久前特捐献2000元给本祠充作奖助学

基金。本祠特借本刊向家明丰子女表示

谢意和敬意。

鸣谢

新加坡韩氏祠首次组团 访问中国广东揭西与平远县

2009
年10月15日，有始以

来第一次本祠组代表

团访问中国广东省揭西与平远县的客

籍韩氏宗亲。由当天早上4时30分乘

机飞往广州白云机场，然后转乘巴

士抵达揭西已是傍晚7时30分，受到

揭西河婆韩氏宗亲会热烈欢迎并摄

影留念。由于当天乘机和乘车长达

8个小时，使每位团员都感到相当疲

累，因此住进揭西特美思酒店后大

家都想先休息，待第二天才开始访

问活动。

09年10月16日早上8点，用过

早餐开始出发，一口气访问了揭西河

婆韩氏宗亲5个村寨。第一村——韩

屋楼(南和村)，宗亲合共5千多人；

第二村——下马石村，宗亲合共1

千多人；第三村——宫墩村，宗亲

五村——河皮塘村，宗亲合共1千多

人。每到一村访问都受到旗鼓喧天、

鞭炮和舞狮、全村老少夹道两旁以最

热烈的口号欢迎，场面亲情真令人感

动难忘。

访问过后，中午由揭西韩氏宗

亲会设宴招待，亲人相聚与互叙宗

谊和交流，并互相赠送锦旗和纪念

品作为留念。团长业保宗亲代表新

加坡韩氏祠，捐献人民币5千元作为

以上五村学校的奖学金，由村书记

佑凯宗亲接纳，全场报以热烈的鼓

掌。午宴过后下午游河婆天竺岩观

音庙与三山国王庙，团员自由进香许

愿，然后到市场自由购物，傍晚回酒

店自由活动。

09年10月17日，全团到山区参

观黄满X瀑布群，岭东第一瀑三叠

谷瀑布、银河崆瀑布等天然景观，在

山高气爽和茂密的森林里，爬了数以

千级的石级，沿途奇石峭壁，山谷重

叠，谷深数十丈，尤感峻险。最后登

上最高处观看壮观的飞虹瀑布和X望

千山万水，有如世外桃园，真想多留

一下，多呼吸些清新的空气。无奈时

间有限，只好匆匆下山，随团专车前

往京明度假村参观南方京明长城，全

长3.2公里。我们因时间关系，只在

天下第一关前拍照留念就继乘游览车

向整个公园景点绕一圈，然后再往大

北山公园观看群山峻岭，湖光山色，

更可以看到沿途茶山风光后，再回到

酒店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用过晚

餐自由活动。

09年10月18日，离开揭西河婆

前往广东梅州平远县访问。中午抵

达平远县酒店，受到平远韩氏宗亲

会的热烈欢迎。午餐后参观程乡8尺

村始祖韩先将军历史公园，这里宗

亲共有4千多人，在宗亲会所开会了

解韩氏历代根源，由韩氏族谱主编

冠珍宗长讲解，后再游览平远天然

合共3千多人；第四

村 — — 回 澜 村 ， 宗

亲合共1千多人；第

石佛公园。原本还要去游览五指山

美景，由于时间不足，所以取消该

节目。晚上由平远韩氏宗亲会设宴

招待和彼此交流并互赠纪念品。在

该晚宴上，由本祠代表业保、国荣

和东光三人合共捐5千元人民币，

给程乡8尺村学校作奖学金。由政

协广东省平远县委员会副主席，林

业局副局长垂辉宗亲接纳，受全场

热烈鼓掌感谢。

09年10月19日，离开平远县前

往福建省永定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初

溪土楼群，途经无数延绵曲折高山

峻岭，最后才到达高原上观看现实

的土楼群给大家大开眼界。大小屋

都是园型的外墙，可防风作用，屋

顶中间有大天井可以吸收空气以调

和气候，适于人类的居住，至今已

6百年之久，还可以住人，实为奇

迹，难怪会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还可以看到很多高山上的田梯

和茶园。过后再到永定虎豹别墅，

参观三朝五代中国国家政治大人物

会首之地纪念馆和历史文物后，再

回到梅州酒店已是晚上8点了。用

过晚餐，各自休息。

09年10月20日，早餐过后由梅

州至深圳中华锦绣城观看历史文化

与购物，晚餐过后观看中华文化精

华表演，当晚住深圳酒店。

09年10月21日，早上5点30分

由深圳开车往广州白云机场，乘机

回到新加坡下午3点30分，就此圆

满结束7天的访问和观光的行程。此

本祠捐献人民币5千元
作为当地五村学生奖学金

次出访除了访问揭西河婆和平远程乡

以外，最大的收获可说是在平远县得

到程乡韩氏族谱，世纪珍藏本，内容

丰富和年代历史记载都比较清楚。别

的不提，只谈广东省与海南省韩氏宗

亲的关系，其中记载广东平远和揭西

县乃系韩琦公长子忠彦公部份后裔，

广东东莞和番禺与海南省的韩氏宗亲

乃系韩琦公六子嘉彦公部份后裔，因

此我们新加坡的客籍韩氏宗亲与海南

籍的韩氏宗亲都是同条根的宗亲。至

于为何方言又有所不同呢？这是因为

适应地方环境所需，日子一久，后代

全都讲了当地的方言了。无论如何我

们在本地有华语和英语可以沟通，再

传多数代我相信方言也都不存在了，

取而代之就随国家的政策只有华语与

英语了。

本祠副理事长国荣

写于200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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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公元二○○八年岁次戊子年仲冬月中

浣之六日乃第三届世界韩氏恳亲大会

庆祝新加坡韩氏祠堂佰零八周年纪念

暨新厦开幕三庆庆典之期也。

主祭孙：伯丰、玉瑜、国荣

陪祭孙：大光、辉光、浩格

联合世界众裔孙等。谨以香楮宝帛酒

醴席筵不腆之仪敢昭祭于：

显韩氏始祖万公暨堂上历代祖先

考妣

府君孺人

宋司徒太师上柱魏国公赠尚书令

追封魏郡王忠献讳琦公嫡妣崇国崔

氏夫人

次妣秦国李氏夫人

三妣贾氏硕人

显宋驸马都尉太师秦国端节讳嘉彦公

妣尚神宗公主

谥贤穆封唐国上帝娠

显宋文林郎会稽县尉升知廉州太守讳

显卿字灼道公公

配妣陈氏孺人

之前而祝曰：

恭维

始祖万公，受姓封韩。仁风德政，国

泰民安。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海内

海外，子孙蕃昌。世代相承，家世显

扬。人文蔚起，郡称南阳。汉淮阴侯。

宋忠献王，三杰之雄，吾族之光。缅怀

祖德，报本追源。伏维吾祖，来格来

尝。庇佑子孙，瓜瓞绵长。

恭维

魏忠献公，历代名臣。二朝顾命，定

策元勋。道继孔孟，名列儒门。二

扶红日，帅统三军。出将入相，德政

超群。大公无私，冠绝群伦。功施社

稷，德被姓氏。欧子乐道，公志长

存。名垂青史，声留子孙。

主禀		新加坡韩氏祠祭祖祝文

主禀		祭旺彝公祝文 	呈禀
	新加坡韩氏祖祠祭				
	土神祝文

本祖祠五方五土龙神，唐番地主财

神，招财进宝和合仙官，神位前而

祝曰：

伏维后土，德配皇天，从前此地，龙

蹯虎踞，天下子孙，同沾德泽，宇

宙侨民，共享太平，呵护祖祠，巩固

安全，首先拜祭，虔陈宝帛，神灵昭

彰，鉴所香烟，荫庇祠宇，亿万年

旺，福及吾族，富贵绵长。谨祝！

天运戊子2008年十一月十六日

新加坡韩氏祠全体仝人

稽首

恭维

驸马彦公，琼枝所宗。威仪出众，超

群功勋。帝召驸马，爱国忠君。志继

魏王，德望长存。位居太师，名留子

孙。五云将相，昼锦之尊。为朝庭砥

柱，为琼枝缤纷。

恭维

迁琼始祖，宋显卿公。会稽县尉，爱

国忠君。将相后裔，六叶神迁。乃辞

组绶，渡琼居文。避世入琼崖之岛，

览胜登玉阳之巅。是南渡衣冠之祖，

接中原礼义之传。积善余庆，世代传

闻。星洲建祠，投本追源。伏维吾

祖，赐福施恩。启佑后世，瓜瓞绵

绵。荣华富贵，永垂乾坤。尚

飨

天运道历四七零五戊子年十一月十

六日

世界新加坡韩氏祖祠全体仝人稽首

第三届世界韩氏恳亲大会

庆祝新加坡韩氏祠壹佰零八周

年纪念暨新厦开幕三庆庆典维

公元二○○八年，岁次戊子年农历仲

冬月中浣之六日，乃壹佰零八周年纪

念庆典也。主祭孙伯丰，陪祭孙大光

同众裔孙等。谨以不腆之仪，祭致于

显韩公讳彝待明议士谥宣敏清国子监

生号亚二公之前而祝曰伟哉吾祖，名

播狮城，生而为英，死而为灵，袖领

群伦，德感众生，威震新马，名播英

京，英王赐玉杖，吾族出精英，千古

英雄气，万岁留芳名，庇荫子孙，世

代相承，承继不替，以展家声，保佑

后代，福寿康宁，微酒薄酌，聊表至

诚，如在其上，来格来尝。尚

飨。

天运道历四七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世界新加坡韩氏全体仝人

稽首

通 : 序立。

通 : 奏乐，

通 : 恭行祭祠典礼，司礼者、执事

者，各司其事。

引 : 排班。

通 : 主祭就位。

引 : 主祭者就位。

通 : 陪祭就位。

引 : 陪祭者各就位。

通 : 行盥洗礼。

引 : 诣—盥洗所，盥洗—复位。

通 : 行初献礼。

引 : 主祭者，诣本祠奉祀「新加坡韩

氏祠历代先贤诸公神主」案前，

就位，跪，献香，上香，献酒，

酌酒，叩首，叩首，三叩首，

兴，复位。

通 : 行分献礼。

引 : 陪祭者，诣各家荐牌神主案前，

暨「本祠附祀韩氏各家失修男女

英魂神主」案前就位，跪，献

香，上香，献酒，酌酒，叩首，

叩首，三叩首，兴，复位。

通 : 行亚献礼。

引 : 主祭者，诣本祠奉祀，「韩氏先

贤诸公神主」案前，就位，跪，

献酒，酌酒，献饭，献馔，供

养，叩首，叩首，六叩首，唤，

复位。

通 : 行分献礼。

引 : 陪祭者，诣各家荐牌神主案前，暨

「本祠附祀韩氏各家失修男女英魂

神主」案前，就位，跪，献酒，酌

酒，献饭，献馔，供养，叩首，叩

首，六叩首，兴，复位。

通 : 暂停音乐。

引 : 止乐。

通 : 宣读祝文。

引 : 全堂肃静，宣读祝文。(读祝，读

毕，读祝者退)

通 : 奏乐。

通 : 行终献礼

引 : 主祭者，诣本祠奉祀「新加坡韩

氏祠历代先贤诸公神主」案前，

就位，跪，献酒，酌酒，普献，

献宝，献帛，叩首，叩首，九叩

首，兴，复位。

通 : 行分献礼。

引 : 陪祭者，诣各家荐牌神主案前，

暨「本祠附祀琼籍各家失修男女

英魂神主」案前，就位，跪，

献酒，酌酒，普献，献宝，献

帛，叩首，叩首，九叩首，兴， 

复位。

通 : 祝文宝帛，焚化上达。

引 : 执事者，祝文宝帛望燎化炼。

通 : 望燎。

引 : 执事者，诣望燎所，望燎，复

位。

通 : 自由拜礼。

引 : 通引者，主祭者，陪祭者，参加

者，随便自行拜礼。

通 : 停奏音乐。

引 : 止乐。

通 : 仪式隆重，报本追源，祭祀获

福，世代兴隆。

引 : 三献周隆，鸣锣五通，拜者退

堂，各受其福。

通 : 祭祠礼毕。

引 : 礼成。

排席筵便：

十二茶，十二酒，十二筷

子，十二碗饭，X圆二盘，

鸡、鱼、肉、红蛋，菜肴，

馔腿，多少菜色随便。(白

米一盘)

香，烛，金银元宝，纸帛，

祝文，草席，跪枕。

司礼生一名，立于殿左，叫作

「通」。

司「引」礼生一名，立于殿

右，即引祭者到某位去拜。

执事烧香备便。执事二名，

一立席左，一立席右，献任

何物时，执事二人齐齐拿

起，动一动。

上 香 时 香 插 于 炉 ，

酌 酒 时 酒 斟 于 杯 。	

(茶已先上)

主祭一人，或正副二人，立

于中，叫时才上来跪，复位

是退回原位。

陪祭者，多少无论，看参加

者多少，立于主祭者后方，

叫时方上来，复位是退回原

位。

殿前放跪枕，准备祭者上来

拜时用的。

盥洗是洗手，备毛巾、面

盆，置放门外，望X；是执

事拿酒去围宝帛。

受福，放一盘米于祭桌上，

各人取些归家。

奏乐者，在远一隅，免扰礼

生之声。

二人打大锣，叫鸣锣五通

时，才鸣锣。

韩氏春秋祭仪式
韩炳光(大光)上卿道长PBM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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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MMING with Sharks

他
曾到过澳洲、印尼、马来西

亚、马尔代夫、西太平洋的密

克罗西尼亚和美国等海域潜水，可谓

经验丰富。

此外，他曾在1989年，连同纽西

兰海军潜水员到南中国海，深入海底

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日军击沉的

两艘英国战舰“威尔斯太子号”和“

反击号”的罹难者哀悼。当时，他们

特地在这个纪念日潜入水中，把花圈

放在沉没海底下的军舰残骸上。

这是一项不简单的任务，他们

得在短短15分钟内完成探索及拍摄的

工作，并得在向上直游时，保持缓慢

的速度，以免因影响血压而患上伛偻

症(bends)。

伛偻症的形成是因为减压不足，

溶解在血液中的氮气形成气泡，阻塞

血管，造成健康危险。

那次的经验是他在潜水生涯中最

难忘的一次。

韩汇光目前所领导的潜水俱乐

部，已成立了27年，会务蒸蒸日上，

新学员源源不绝。目前，俱乐部有近

300余名终身会员。

俱乐部的潜水课程分理论和实习

两种。上完理论课后，学员得先到游

泳池学习潜水配备的正确使用法，以

及水里救生技巧。成功完成课程的学

员可获得受国际认同的英国潜水协会

所颁发的证书。

另外，每届的学员完成课程后，

俱乐部会安排他们出国去实践所学习

的潜水技术。不久前，俱乐部组团

到马来西亚的南中国海岛屿刁曼岛去

潜水。

第一次参加国外潜水活动的林恬

娣(当年30岁，工程师)就表示，亲身潜

入海底真的让她大开眼界，海底世界

令她目不暇给。虽然因一个不留神而

被海胆刺伤，但她还是为海底世界深

深着迷，对潜水依旧充满热忱。

另一名热衷于潜水的是潜水指导

员许瑟芸(当年40岁，工程师)，她一向

对海洋很感兴趣。她是在1990年加入

潜水俱乐部 ，成为合格潜

水员后，继续考取指导员资

格，尽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

去了解海洋生活。

虽然潜水在一般人眼

里是一项“阳盛阴衰”的运

动，很少见到女性潜水员，

然而近年来，这个现象已不

复存在了。韩汇光说，以前

的潜水配备比较重，不太适

合女性。不过，经过不断的

改良，现在的潜水配备就轻

巧多了。

虽然俱乐部为会员提

供潜水配备，但由于潜水的

一些必备仪器，如呼吸管、

水翼、面罩等得自行购买，

而且相当昂贵，因此前来参

加的学员大多数是有职业

人士。

加冷民众俱乐部的潜水

俱乐部每逢星期三聚会，就

像个大家庭一样，会员都有强烈的凝

聚力和归属感。

资深潜水员韩汇光透露

如果青年们对海底世界的奥秘充

满了好奇，并想亲身体验，深入其中

去窥探个究竟的话，可拨加冷民众俱

乐部的电话：62984582询问详情。

68岁商人韩汇光

的爱好和一般乐龄

人士可说是迥然不

同，他的嗜好是潜

水。这名加冷民众

俱乐部潜水俱乐部

主席，拥有36年的

潜水经验，可说是

我国的潜水运动先

锋之一，他也是本

祠福利股主任。

黄亿敏报道

潜水运动不再“阳盛阴衰”“阳盛阴衰”

Do you know that when you en-
counter a shark, you should stay 

calm and not struggle so that you will 
not create noise or vibration, which 
startles the shark?

The Kallang Scuba Diving Club 
chairman Mr Johnny Han said: most 
sharks are friendly. They would not 
harm you if you don t provoke them. 

*  Never hold your breath when 
ascending if you are using 
the Self Contained Under-
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

*  Never put your hands into 
holes or crevices that you 
haven t first examined.

*  Do not touch anything which 
you are not familiar with.

*  Alway dive with 
 a buddy who is 
 a qualified diver.

HAVE 36 YEARS OF EXPERIENCE
IN SCUBA DIVING, MR JOHNNY HAN SAID: 

MOST SHARKS 
ARE FRIENDLY

With about 36 years of experience 
in scuba diving, Mr Johnny Han, abusi-
nessman, has dived in many sea, in-
cluding the Australian Great Barrier Reef 
and the waters in Indonesia, Malaysia, 
Maldives, Micronesia and the USA.

Tips on safe Diving, Mr Han to 
poin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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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tory with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formerly known as 

Singapore Han Clan Temple) goes 
back many years when I was a young 
boy about the age of 12 when my father 
brought me to the Han Clan Temple. 
At that time it was situated at 21, Hol-
loway Road. The memory of the place 
was so vivid that I could even visualise 
the sitting area in the hall. It was almost 
exactly the way it was as in the hall of 
2, Devonshire Road, and as it is today 
at our present place.

Well, my father was a new migrant 
from Hainan, Wen Chang(文昌), “An-
cient Bamboo -古竹  ” village came to 
“Nanyang” at the age of 13 to seek a 
better life and later started a family in 
Singapore.  He joined Han Clan Temple 
as a member so that he can be as-
sociated with the cousins of “Han” in a 
new country. My dad has no relative in 
Singapore and his only circle of friends 
included his distant cousins from the 
same village. They also settled here 
and like my father also started their 
families.  My father would bring me 
to Han Clan Temple, once in a while.  
Although he was a low profile member 
in the Han Clan Temple, but he was 
very proud of the “Han” surname. He 
always reminded me to pay respect of 
the Han elders through recognising the 
last name of the Han surname. 

The Lunar New Year gathering 
at the Han Clan Temple and having 
a happy meal was a many things, I 
remembered.  When I settle down and 
have my child, my dad would bring all 
of us for the Lunar New Year gathering 
too.  When he passed away about 10 
years ago, I continue the tradition of 
Lunar New Year gathering at Han Clan 
Temple, but each time we went,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that con-
nect with us besides having the same 
surname.  Therefore, about 6 years ago 
(2005), I discontinued.  

Then, some time in Oct 2008, while 
I was having lunch with my wife in Ang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ll 7 members of the youth wing were re-elected back into the SHCA Management 
Committee. We have included another 3 members into the Youth Wing committee. They are Mr Han Chin Kwang, 
Mr Hon Hock Yong and Mr Ken Han Neng Siew. Together, we now form a 10 members Youth Wing Committee. 
The office bearers are:

Advisor - Han Chin Kwang
Chairman  - Han See Ding (Steven)
Deputy Chairman  - Hon Hock Yong
Secretary General  - Han Chee Juan
Treasurer - Pearlyn Han Ai Heng
Committee Members - Han Wu Teh (Clarence), Han Hak Juan (Raymond ) ,  
  Han Poh Tin (Marcus), Han Yong Siew (Vianney), Han Neng Siew (Ken)

Mo Kio, we met Steven Han. We 
were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a leading local bank dur-
ing the 1980s.  I told him the 
reasons why I discontinued. 
He persuaded me to rejoin, 
as there are many changes 
in activities in the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SHCA). He said 
among the changes, one is the Global 
Han Clan Convention.  So I rejoined 
the SHC and was able to join 3rd Han 
Clan Convention and met up with the 
delegates from Thailand, Malaysia, 
Hong Kong and many provinces of China 
renewing kinship. I am glad that Steven 
had persuaded me to rejoin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up with the overseas 
delegates whom they had given me new 
meaning to be part of the Han Clan and 
understands our roots better.

During the 3rd Global Han Clan 
convention a Thai lady delegate by the 
name of (นนนนนน  -Naang Pikul 
Vilasineewan) put forward an idea that 
a Youth Wing be set up in the Han Clan 
of each country.  Her concern was that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Han Clan 
in every country are getting old and the 
common objective of the elder genera-
tion may not be common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I agreed with her and that 
a Youth Wing should be set up, so that 
we can have exchange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with the youths of Han Clan of 
other countries.  

Well almost 2 years had gone, and 
a new Youth Wing committee in Singa-
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had been 
formed.  Today (31st January 2010), I 

am happy to be co-opted to be a com-
mittee member of the Youth Wing and 
I hope to work with other Youth Wing 
committee members to find a “Common 
Thread” that can bind us and to find a 
new meaning in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I know every Han, whether presently 
“member or not” of the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has a story to tell.  I 
welcome you to share your story or your 
idea and hopefully through your sharing 
we can forge a new chapter in history of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Han Neng Siew, Ken
SHCA-Youth Wing Committee

From the Chairman of  
Youth Wing- Steven Han

* A very refreshing story 
which I hope youth of Han 

descendants can relate to. If 
you have any article you like to 

share and publish in the Han 
Shi Huixun, please email to me 

at: hansd_das@yahoo.com

WHY I AM BACK WITH My StoryTELL US WHAT YOU WANT
A message from SHCA – Youth Wing Chairman

Looking back, I was not interested in SHCA just as with most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today. I did not feel connected and I believe most of our youths 

today feel the same and find SHCA not relevant to their needs. Under the capable 
leadership of Mr Han Pock Fong our SHCA President, I was given a chance to 
serve in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2006. It was then that I felt new meaning 
to be part of the Han clan and make whatever little contribution I can to SHCA.

As Chairman of the Youth Wing, my utmost task now is to ensure that SHCA 
is relevant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e must make changes and adjustment 
now and then in an ever changing environment, if not then one day we will face 
the challenges of survival.

Ironically I feel I have come full circle. I can now fully understand why my father 
Mr Han Loong Siew, a pioneer and a past President of the SHCA in the earlier six-
ties (1962 to 1966) was so passionate about it and insist that I follow him whenever 
there is a meeting held in Han Clan Temple. (Previously known).

It is a tough task getting new and young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SHCA activi-
ties if they find no common interest and no meaning in it. My team has come up 
with a short survey form which we intend to sent to our members and their children 
for their feedback and tell us what they want from the SHCA. With this survey we 
hope to find a “Common Thread” that can bond us and to find new meaning in 
SHCA. This will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you and your needs better and make you 
proud to be a part of this heritage.

The 4th Global Han Clan Convention will be held in Hainan island – Wenchang 
county. The event schedule is from 30th March to 2nd April 2010 and we have a 
delegation of about 70 members and their spouse attending. There will be delega-
tion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s well, and it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renew 
kinship and business too.

Our progress and success will depend on your feedback and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activities we intend to have. Get involve to feels the kinship and find new 
meaning to be part of the Han Clan to understand your roots better.

After the 3rd Global Han Clan Convention in 2008 held in Singapore, there was 
an increase of 50% in our SHCA membership. This is largely due to the high profile 
given by the local media and the various activities held by the SHCA.  However the 
Youth Wing still needs more committee members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running of 
those activities we intend to have. Those interested to be in the Youth Wing com-
mittee, please email me or call me at 93876933. Be part of a new beginning – An 
Innovative and Vibrant SHCA Youth Wing. Together we can achieve it.

韩诗定	Steven Han See Ding
SHCA- Youth Wing Chairman

Email:  hansd_das@yahoo.com

Our progress 
and success will 
depend on your 
feedback and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activities we intend 
to have. Get involve 
to feels the kinship 
and find new meaning 
to be part of the Han 
Clan to understand 
your roots better.

THE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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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的医学昌明, 发展日新月异, 

医药和医疗设备都很先进齐全, 

医院也越建越大。然而 病人却没有减

少, 反而增加。有些疾病，病人甚至有

年轻化的趋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

成的呢？正是我们的食品，饮食习惯

和生活方式出了问题。其实当我谈起

这些问题时, 大家都知道, 但是知道是

不够的，要真正做到才能对健康有好

处。我列出有关健康的注 意事项, 让

大家一起参考和学习: 

1		 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上帝造人时已经安排好我们的生

活时间，八小时用于睡眠，八小时用

于工作，剩下的八小时用于学习及休

闲活动。许多人牺牲睡眠的时间做其

沉迷的事情, 使身体长期透支, 对健康

有弊而无利。因为睡眠能让身体修复, 

补充精力, 增加免疫力, 使身心健康。

2	 饮水足量:		

水是生命之泉源。我们的身体

含有75%水份，并且身体的每个系统

都需要有足够的水份才能正常运作。 

每天要喝八杯水。如果身体缺乏水份

会造成血量减少，血液变得浓稠,  使

心脏不负正荷，血压降低, 血液无法

正常输送氧气和营养到各细胞,  造成

严重的缺水或脱水, 可能会造成中风

或会猝死。 

新年将至,	在此,	我预先祝贺各位宗亲，[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	

我们常说[健康是财富]	[Health	is	Wealth]	。如果失去了健

康,	不管你有多少智慧,	多好的机会,	都难有作为。	

3	 不吃早餐,	头脑受伤:		

早餐是重要的一餐。经过一整夜

的睡眠，起身后，肚子空空，血糖低

会影响头脑的正常协调, 难集中精神

和敏锐思考。Swansea Wales 大学

做过一项调查, 发现天天吃早餐的大 

学生平均得分比不吃早餐的同学高出

22%。 工作人士也一样, 最近, 我就有

一位旧同 事，不吃早餐去上工，晕倒

在地铁站内。 

4	 饮食习惯:	

多吃清淡,  少吃或不吃油炸的食

物。不暴饮暴食, 狼吞虎咽。每天至少

吃两份蔬菜与水果。我们要保护肠胃

的功能，吃入的食物才能完全地被消

化和转化为营养以便被小肠吸收。 

5	 做个快乐的人:		

待人处事要心平气和。 经常心

情开朗, 笑口常开。虽然说有时不容

易做到，但是只要心胸开阔，不要把

得失看得太重，这必然会是个养身的

好方法。 

6	 适量的运动:		

a) 运动能促进心肺功能  b) 增加

肠的蠕动，促进消化 功能  c) 增加所

有肢体关节的灵活性, 并且能预防风

湿等疾病  d) 能减轻生活压力，提升

精神状态。 

7	 活到老,	学到老:		

不断学习也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 

头脑是越用越灵活。 更重要的是，头

脑是身体生理活动的主导；  因此，头

脑的灵活性对健康有直接的影响。 

8	 毒素不排,		健康不来:		

身体新陈代谢所产生的废物必

须及时排出体外，否则将毒素累积在

体内。养成每天排便的良好习惯, 大

肠中腐烂食物和细菌产生的毒素，如

果不能及时排出，毒素通过肠膜进入

血液带入全身被机体吸收后可使人慢

性中毒，内脏功能也会因毒素作用而

发生障碍和病变。根据统计数字，最

近几年新加坡的大肠和直肠癌新病例

有惊人的增加率, 平均每年男性约为

2.60%, 女性约为2.35%。中医认为大

肠是[百病之源],  因此常常要排毒和

注意肠胃的健康。 

	9	 不抽烟,	不酗酒:	

抽烟会伤肺和心脏, 对身体不

好。因为每支香烟含有四千种有害的

化学和致癌物质。喝酒过量会伤肝, 

造成肝硬变或脂肪肝等。 

 人会变老是自然的规律, 但人老

不一定要疾病缠身。 从年轻时开始，

若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老年时, 你

也能健康地过着快乐的生活。让我们

一起活得快乐和健康长寿吧！

韩鹤元医师

长	寿	歌	
睡得好	,	起得早。	

七分饱	,	常跑跑。	

多笑笑	,	莫烦恼。		

多学习	,	常用脑。	

天天忙	,	永不老。	

健康保	,	长寿好。	

新年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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