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1年是我们韩氏祠的第111周年华诞，111是一个逾百年而又逢吉的好日子，值得高兴

和喜获如意的瑞祥数字，今天我们俯首数数着回忆时间，我祠已进入廿一世纪。

今晚(2011.11.11)我们相聚一起，回首当年1900年直到今日，显示了我们仍有丰富的

人文底蕴。本祠虽然经过了一段艰难的瓶颈时期，我们要团

结，只有齐手合作，好好地发展前辈留下的丰硕果实，目前

却呈现了新的活力，创造一个更美好(韩氏之家)的明天，但华

人社会的乡情及亲情观念，我们需要推广孝道及母语教育。

乡团组织的生命力，首先应来自管理的健全，账目要

清楚，章程要完备，领导人正直，111年来本祠现今累积一

笔可观产业，但创业难，守业更难，所谓瘦田无人耕，肥

田多人争。

我们搞社团不外是要为乡亲们服务，保住我们的根，

推动华人文化，如果演变成争权夺利或者是派别之间的斗

争，就没有意义或存在，只要我们心中要有根，才能开花

结果，心中有理，才能走遍天下，我们都是一家人，以和

为贵的精神，团结一致为祠的福利教育及文化全力奉献，

为乡亲们步向区域和国际的事业发展铺路。

在此我祝宗乡们，朋友们健康快乐，好运连连，本祠再接再厉，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在未来的年头里，能更上一层楼，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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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祠理事长伯丰宗长
吁请宗亲共同推广孝道及母语教育

仁柏·讯

世界韩氏一家亲！

共为团结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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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新加坡韩氏祠的会务

再创高峰！俗云：祠护宗民，世

代光明！

祝愿：
  新加坡韩氏祠的会务再创高峰！
           俗云：祠护宗民，世代光明！

大会主席大光宗贤呼吁世界韩

氏宗亲要善于抓紧机会，充分利用

现代资讯和交通网，彼此多多往

来，互相交换生活经验。

大光副理事长

22

Layout.indd   2 5/25/12   1:57 PM



祝愿：新加坡韩氏祠的会务

再创高峰！俗云：祠护宗民，世

代光明！

应民荣誉顾问

服务20年

本祠法律顾问河定宗贤主持颁发

长期服务奖(2011年度)给获奖宗贤

国荣副理事长

服务30年

玉瑜副理事长

服务20年

大光副理事长

服务30年

诰格副理事长

服务10年

雄元英文文书

服务30年

福畴荣誉理事长

服务25年

是日缺席

丰名誉理事长

服务30年

广丰名誉理事长

服务30年

伯丰理事长

服务20年

玉瑜副理事长领奖后说：我不敢居

功，因为，我是来学习，终身学生。

服务时间不在于长和

短，要是能全心投入，

不计个人得失，三年便

等于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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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光名誉理事长

服务25年

裕畴名誉理事长

服务10年

祯元名誉理事长

服务20年

钵元康乐部主任

服务20年

昌运理事

服务20年

璧元理事

服务15年

辉光理事

服务20年

淞畴理事

服务10年

致丰查账

服务30年

焕元财政(现任)

感谢捐献〈韩氏祠历史〉光碟500个

本祠副总务兼妇女部主任韩爱

卿宗亲荣获〈杰出会员奖〉。

她说：自愿服务是靠热情才能

持久不断。
公子——邡畴代表辉光

宗亲领取服务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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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勤学奖学金名单
姓名 性别 家长姓名

一年级
(每份$100)

梁艺婧 Leong Yi Jing 女 韩莉君

王洛滢 Ong Loke Yin 女 韩雪玲

韩宇定 Han Yu Ding 男 韩鸿畴

二年级
(每份$100)

韩凯畴 Han Kai Chou 男 韩永光

韩宗勋 Han Zong Xun 男 韩焕畴

韩慧琦 Han Hui Qi 女 韩瑞光

韩伟畴 Han Wei Chou 男 韩介光

韩佳亲 Han Kai Xian 女 韩雄畴

三年级
(每份$100)

龙毅恒 Loong Yi Heng 男 韩雅忆

韩 定 Han Ray Ding 男 韩繁畴

梁毅轩 Leong Yi Xuan 男 韩莉君

韩昀倩 Han Yun Qian 女 韩爵光

四年级
(每份$100)

韩宇光 Han Yu Guang 男 韩进元

韩宗  Han Zong Xun Sean 男 韩镒光

韩　颖 Han Yin Megan 女 韩鸿畴

韩　玉 Han Yu 女 韩广元

韩丽怡 Hong Li Yi 女 韩学年

五年级
(每份$100)

 

郑有轩 Chen Yew Yen Lan 男 韩慧娜

韩瑞湘 Han Rui Xiang 女 韩园畴

韩姗容 Han Shan Rong 女 韩韬光

韩佳君 Han Kai Kun 女 韩雄畴

韩澎定 Han Png Ting 男 韩平畴

韩颖洁 Han Ying Jie 女 韩振光

六年级
(每份$100)

李佳敏 Lee Jia Min Jasmine 女 韩秀英

韩瑞琳 Han Ruilin Christel 女 韩儒光

韩佳明 Han Ringo 男 韩侠光

韩欣芸 Han Xin Yun 女 韩泽元

韩玮恬 Han Wei Tian 女 韩祯元

韩王鸾 Han Yu Luan 女 韩学元

韩荣畴 Han Rong Zhou Ryan 男 韩瑞光

龙毅欣 Long Yi Xin 女 韩雅忆

中一
(每份$150)

韩瑞君 Han Rui Jun 女 韩园畴

韩协伶 Shirlene Raymundo Han 女 韩德畴

韩瑞淇 Han Rui Qi 女 韩园畴

韩思颖 Han Sze Ying 女 韩毓畴

韩梓定 Han Zi Ding 男 韩 畴

郑咏芳 Tay Yong Feng 女 韩玉萍

许　祈 Joel Koh 男 韩燕婷

韩宗运 Han Tong Joon Mitchell 男 韩韬光

中二
(每份$150)

李俊宏 Lee Jun Hong Vincent 男 韩秀英

韩沁恩 Han Qin En 女 韩民畴

韩锐畴 Han Rui Zhou Nicholas 男 韩瑞光

韩莲花 Han Lian Hua 女 韩学元

姓名 性别 家长姓名

中三
(每份$150)

韩智绅 Hong Zhi Shen 男 韩学年

韩慧增 Han Hui Zeng 女 韩益元

韩碧  Han Bi Zhen 女 韩广元

韩欣穗 Han Yuen Wei 女 韩培畴

韩宇光 Han Yu Guang 男 韩欣元

韩宇恒 Han Yu Heng 男 韩泽元

中四
(每份$150)

韩衔衍 Han Xian Yan Bryan 男 韩诗定

陈约翰 Ding Yue Han Marcus 男 韩月卿

郑有智 Chen Yew Jee Eugene 男 韩慧娜

韩贞贞 Han Zhen Zhen 女 韩运畴

郑永和 Tay Yong Ho Clement 男 韩玉萍

韩凯琳 Han Kai Lin 女 韩祺元

王俊伟 Ong Jun Wei 男 韩卓娥

韩承恩 Han Cheng En 男 韩祯元

韩佳玲 Rachelle Han 女 韩侠光

韩宗涛 Han Zong Tao 男 韩定光

韩佳光 Han Jia Guang 男 韩江元

初级学院
(每份$200)

韩佳良 Ryah Han 男 韩侠光

韩洁莹 Han Jie Ying 女 韩铮畴

韩依育 Han Ee Jiog Althea 女 韩镛光

韩欣妤 Han Yuen Sze 女 韩培畴

韩秉  Hung Bing Shen 男 韩耀光

理工学院
(每份$200)

傅智浩 Poh Zhi Hao 男 韩慧贞

韩 光 Han Yong Guang 男 韩瑜元

陈美  Ding Mei Qian 女 韩月卿

韩信畴 Han Xin Chou 男 韩珍光

韩儒畴 Han Ru Chou 男 韩珍光

韩沅庭 Hon Yuan Ting 男 韩学扬

韩宁钾 Han Yu Hui 男 韩泽元

方帽子，等着你们去佩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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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教部主任鹤元宗贤呼吁年少宗

亲专心读书外，得积极培养孝道

精神并立志当国家好主人。

副理事长业保宗亲夫人主持颁奖

小学二年级佳亲小宗亲代表致谢，绑红色

领带者为副文教雄畴宗贤。台上的小佳亲

说：“我们要当一个快乐的小主人！”

大哥大姐、小弟小妹齐获奖，个个开怀无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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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歌唱生活！

赞颂美好的明天

炳元理事夫人(右一)联合焕元财政夫人(右二)主持

“幸运之神”来到谁的身边？

——谢谢您给我机会！

应民荣誉顾问主持抽颁奖

国荣副理事长夫
人主持抽颁奖

伯丰理事长

主持抽颁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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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氏姐妹们说：快乐是可以共同

创造的，但是，‘幸运之神’却

来得无痕无迹。

互相欣赏相互交流的欢乐日子

本祠荣誉会长权元宗亲夫人与获奖者合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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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久久没见　久久见
    久久相逢　更有味儿⋯⋯

一句问好
一道佳肴

宗长，请别把我忘怀！
“多谢您光临盛会。”

是喝一杯浓酒还是

喝一杯甜汽水，这

股暖流，始终从与

会者心中迸发，笑

声处处。

我要为天下的母亲宗
亲，给予掌声，使今晚
的相聚，更具意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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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之路很近
        探索之旅却很远！

瑞狮起舞　乡亲共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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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韩氏祠恳亲团一行114人于2011年11月21踏足

中国大地，22日到达番禺古灞韩氏大宗祠祭祖。23日专诚

前往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参观，景仰中华民族民主

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并在当地韩泽生副市长的特别

安排下，向孙中山遗像呈献花篮，并对孙氏遗像表示无限

敬仰。整个参观过程顺利，内容充实；令韩氏宗亲在全程

的旅游留下美好回忆。

第一天：新加坡－澳门－珠海

抵达澳门，接机送往湾仔边防。办理出入境手续后，

于市内酒楼用午餐，餐后前往珠海游览珠海市容，参观

珠海象征性雕塑——珠海渔女(也称为珠海的守护神)、情

侣路、逛地下商场！晚餐于当地酒楼。

夜宿：粤海大酒店(Guang Dong Hotel，位置于珠

海闹区、步行街、地下商场)。

韩氏祠主办5天4夜澳门、番禺、珠海游

            2011年11月21日至25日
        一行114宗亲载兴而归

第二天：珠海－番禺

早餐后，乘车前往番禺。

夜宿：番禺市维也纳大酒店(Vagada Hotel)。

第三天：番禺－中山－澳门

早餐后，离番禺前往中山，游览中山故居、水岭

水上游(体验水上人家生活)，午餐于当地酒楼。餐后

离中山，前往珠海湾仔办理出入境手续后，再前往澳

门。抵达澳门游览大三巴、妈祖阁、阳关印广场、威

尼斯赌场。

夜宿：金都酒店(Grand Waldo Hotel)。

第四天：澳门

早餐后，自由活动。午、晚餐自理。可办理前往香

港一日游，费用另计。

夜宿：金都大酒店(Grand Waldo Hotel)

第五天：澳门－新加坡 

早餐后，自由活动！于指定时间齐集于酒店大堂

用午餐，餐后送往机场办理出入境手续后，回返家

园——新加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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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11-11-11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celebrated the 111th Year anniversary cum 5 days 

Zhuhai-Panyu-Zhongshan-Macau tour with jubilation 

and in honour of our Past Presidents and pioneer 

members. We are able to celebrate, is through their 

dedication and their strong belief and the desire to 

ensure that our Han heritage and culture is passed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111th 

Year Anniversary, the Youth Wing Group, and in my 

personal capacity as Head of Youth Wing Group, I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heart felt thanks to 

the following group of peoples. It is with their support and 

contribution that the 111th Year Anniversary cum 5 days 

Zhuihai-Panyu-Zhongshan-Macau tour was a success.

They are:

Mr Han Pock Fong (韩伯丰) – Our President and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for entrusting the Youth Wing Group to 

organize the 111th Year Anniversary event cum 5 days 

Zhuihai-Panyu-Zhongshan-Macau tour.

Mr Han Beng Kuang (韩大光) – Vice President and 

Organizing Chairman of the 111th Year Anniversary. A 

Gold Sponsor of $5000.00 (Inclusive of 150 pieces of 

windbreaker)

Mr Han Eng Min (韩应民) – Honorable President. A 

Silver Sponsor of $3000.00

Mr Han Ho Ding (韩河定) – Our Legal Advisor for 

giving out the Long Service Award to the recipients.

Mr Kenny Hon Hock Yong (韩学扬) – Deputy Head 

of Youth Wing Group for assisting and helping me in 

what ever and when needed. Sourcing gifts and Long 

Service Award plaque.

Mr Marcus Han Poh Tin (韩宝镇) – For his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Mr Han Kim Juan (韩金元) & Mr Han Puat Juan 

(韩 元) – For coordinating the 5 days Zhuihai-Panyu-

Zhongshan-Macau tour, the anniversary dinner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pecial edition of Han Shi Huixin.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ll Advertisers, Sponsors, 

and my fellow members and those attending the 

anniversary dinner.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lso 

without the help of my fellow working committee things 

would not have run as smoothly as they seem to be. 

They are:

Mr Han Hong Kwang (韩鸿光)

Mr Han Chee Fong (韩致丰)  

Mr Han Yoke Siew (韩毓畴)  

Mr Han Jong Kwang (韩 光)

Mr Johnny Han Wai Kwong (韩汇光)

Mr Han Wei Kwang (韩辉光) 

Mr Vianney Han Yong Siew (韩雄畴)

My Heart Felt  THANKS

韩诗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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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eart Felt  THANKS
Mr Han Yoong Juan (韩雄元)

Ms Pearlyn Han Ai Heng (韩爱卿)

Planning the anniversary dinner was simple and 

easy affair for the Youth Wing Group although it was our 

first time doing it. However conceptualizing the DVD slide 

presentation of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Past/

Present/Future was indeed a challenge. It was also a 

first for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to produce it.

How do we compress a 111 years history into half an 

hour DVD video slide and at the same time ensuring that 

our members, member’s familie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an descendants will feel connected after watching it.

For it to happen,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and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next 3 persons, who not only 

supported me but have a hand on it too.

They are:

Mr Han Ah Juan (韩焕元) – 

Our treasurer and sponsor of the “PAST/ PRESENT/

FUTURE’ DVD slide production. 

Mr Ken Han Neng Siew (韩能畴) – 

Secretary - General of the SHCA Youth Wing Group. 

His ability to apprehends what I conceptualized. His 

dedic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read and research on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past and present and 

preparing the DVD slide presentation and narration of 

the story have make my job much easier.

Mr Bryan Han Xianyan (韩衔衍) – 

My son for his help in creating the Long Service and 

Appreciation certificate. His dedication and undivided 

attention in editing and creating the visual effects on 

the “Past/Present/Future DVD slides production even 

through he is preparing his O leve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months of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11. Thank 

you my son.

The last two persons I would like to thank is Mr Hon 

Sing Bun – President of Hon Clan Association Hong 

Kong and Mr Steven Hon Kwok Lun of Hong Kong. 

Their meticulous arrangemen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safety and comfort during our trip to Panyu Han Clan 

Temple and Zhongshan county has indeed make our 

trip more joyful.

This is the first challenging assignment, particularly 

the DVD production, the Youth Wing Group has faced. We 

did it to our best ability with whatever limited resources 

we had and believe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We 

welcome any ideas from the members. If you have any 

feedback, please send it to my email address. Copies 

of the DVD are available, members who require copies 

are able to get it from the office.

Thank you

韩诗定

青年组主任

Steven Han See Ding
Head - Youth Wing Group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Email: hansd_das@yahoo.com

13

Layout.indd   13 5/25/12   1:59 PM



14

新加坡韩氏祠组团一行31人，由副理事长浩格宗亲于2012年3

月30日率团前往中国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祭祖，同时旅游儋洲和海

口市风景与文化区至4月6日回返狮城国门。

该团除了专诚祭祖拜婆之外，也顺途参观锦山镇、儋洲市和海

口市区风景点和文化及行政区，收获良多。

以下是该团8日行程： 

第一日	 30-3-2012	 TR2934

新加坡-海口-文昌(午/晚餐)

新南开酒店

上午0520集合廉价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乘搭虎航班机直飞海口。抵后，

接往文昌市下榻酒店，然后用午餐，晚餐于当地酒楼，餐后自由活动。

第二日	 31-3-2012

文昌-锦山-文昌(早，晚餐)

新南开酒店

早餐后，乘车前往文昌市锦山镇拜祭卿公。午餐于锦山，午餐后续前往

拜祭陈氏婆，回返文昌，晚餐于文昌市酒楼，夜宿新南开酒店。

第三日	 01-4-2012

文昌-锦山-文昌(早，晚餐)

新南开酒店

早餐后，前往锦山祖祠祭

祖，午餐于祖祠，午餐后

回返文昌晚餐于文昌市

酒楼，夜宿新南开酒店。

第四日	 02-4-2012

文昌-儋洲(早午晚餐)	

	儋洲荣兴大酒店

早餐后，前往拜祭谢氏

婆，后回返文昌用午餐，

韩氏祠组团一行31人
回返文昌市锦山镇

拜祭卿公祖与陈氏婆

同时旅游儋洲市

受当地市政府盛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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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乘车前往儋洲市，位于海南岛西

北部距离海口市130公里，人口101

万。由于受海洋寒流的影响，气候温

和，适宜旅游观光，晚餐后，入酒

店，晚上自由活动。

第五日	 03-4-2012

儋洲(早午晚餐)

儋洲荣兴大酒店

早餐后，前往儋洲市那大镇，游览观

光，儋洲已有2100余年历史，是海

南最早设置行政建制的地区之一，北

宋文豪苏东坡等都曾在此停留。作为

历经11个朝代的文化古城，拥有丰富

的旅游资源。 晚餐于当地酒楼，夜宿

荣兴大酒店。

第六日	 04-4-2012

儋洲-海口(早午晚餐)

海口：新奥斯罗克酒店

早餐后，乘旅游车 返回海口，途中游

览海口世纪大桥，长达2683米，海口

楼老街，位于市区中山路，新华南

路，解放东路，博爱路及得胜纱路

(韩氏别墅)一带，晚餐于当地酒楼。

第七日	 05-4-2012

海口(早/晚餐)	

海口：新奥斯罗克酒店

早餐后，自由活动，购物或回乡探

亲，晚餐于当地酒店。

第八日	 06-4-2012	 TR2935	

海口-新加坡  

早餐后，自由活动，并于指定时间集

合，乘车前往美兰机场乘搭虎航班

机，直飞回新加坡。

本祠理事林元公子、琼籍名人石毓锦外甥龙光宗亲，目前是一家房地产投资

公司总经理，在中国四川省成都负责当地酒店、办公室和商场等项目的开发。

韩龙光宗亲生活在中国经有4年时间，其中3年是生活在成都。龙光宗亲说：

成都治安好，成都人做生意讲诚信；遵守合约。

龙光宗亲是道地的新加坡人。他在建筑行业和房地产投资业合计达20年，

累积在新加坡和印尼工作经验；目前专心在四川成都发展。

在同龙光宗亲的交流中，他指出：“要在中国投资房地产，除了要交5%的

所得税之外，还得交缴营业税25%；此外，凡开发一平米土地还要交1元至2元

(人民币)，再加上原材料价格和薪酬上涨，使开发成本节节提高。这使得经营

房地产企业的利润非常微小。

龙光宗亲说，中国房地产企业如果要迅速发展，减免税收是唯一良策，否

则，投资者可能会转向其他国家去。

在中国四川成都，龙光宗亲表示：他比较看重成都的东边和南边。只要有

办法使或等候当地的风险减低，胜算的机会就会增加。因此，龙光宗亲对在四

川成都的投资充满信心。

韩友走在房地产线上的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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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追源在氏祠
每年春祭和秋祭，是韩氏宗亲们

常年定日举行的活动。这不仅激起宗

亲们热烈拜祖祈福，也加强宗亲们的

凝聚力。

祭祖就是思念先辈，子孙们不忘

饮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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