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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遽变新年头
愿新旧理事精诚团结创未来 

伯丰理事长

◆◆◆◆◆



新加坡韩氏祠于2013年4月21日

(星期日)上午10时30分在礼堂举行常

年会员大会。祠员出席踊跃，场面

交流热烈。

伯丰理事长在会员大会上向祠

员们强调：先辈由于有远见，为

后辈购置了房产充作会所。在房地

产价日益高涨的今天，如果没有会

所；要永久生存恐怕非常困难。

今日有了会所大厦，伯丰理事

长吁请宗亲们加强凝聚力，共同推

动祠务。他说：祠所正是宗亲情感

交流的好去处，且在事务推动上能

起事半功倍的效用。因此，伯丰理

事长呼吁具有远见肯服务而又大公

无私的优秀宗亲，积极出来领导祠

务。

伯丰理事长亦指出：世间万物

皆在变，亲情和友情也在变。变

的背后，总有些因客观或是主观因

素。然而，身为一名乡社领导人，

绝对不能把私利挂在心头。一定要

把众会员利益放在最前提。

在长年累月的日子里，伯丰理

事长期望韩氏祠永远和谐发展。

希望每个老、中、青祠员都有心宽

处，并见到处处好风景。同时，祝

愿全体祠员：身体健康，家庭美

满，万事称心如意。

在会员大会上，秘书与财政分

别汇报了：2012年的常年会务活动

和财政状况，都获得会员一致赞赏

和通过。

伯丰理事长希望
氏祠永远和谐发展

新届理事会选举顺利   承诺同为祠做出贡献
理事长伯丰致词说：

“华人由中国南来之后，因环

境所需，成立了祠所。有些组织从

祖先血缘传统的文化为根据。我们

要团结“拼”没有回头，只能向前

走，本祠已超过百年的历史，实是

难能可贵。

“诚信”是必须付出高代价才

换来的。“诚信”不是要求别人，

而是要求自己，这才是价值所在。

这就是理事们从2008年─2013年这

5年的小小成绩，共同为社会及祠做

出贡献。另一目的是为协助韩姓宗

亲寻根，因为现新加坡年轻一代，

他们对本身籍贯都不甚了解，但进

一步却未能了解其祖先是来自中国

哪一省，甚至无从寻找。我们就要

协助祠员寻根，将韩氏祖籍地区及

个人家族资料作有系统保留。

现在环境会改变，如果有一平

台，将乡亲凝聚起来，精诚团结是

主要的秉着韩姓一家亲的精神，共

同创造美好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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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民宗长盼望

老中青理事合作·使会务更加蓬勃

2013/2015年度新理事会已于

2013年5月19日(星期日)上午11时在

礼堂举行就职仪式，恭请本氏祠荣

誉顾问：应民宗长主持监誓。

应民宗长在自由交流中，特向

新任理事祝贺，并希望同老理事加

强合作，多提新点子使会务进步和

更加蓬勃及活跃起来。

伯丰理事长向新旧理事们指

出：“诚信”对团队是重要的，整

个团队的成就，是每位理事都得付

出代价去换取的。

本祠过去5年来的小成绩，便说

明理事们都曾乐意牺牲小我，完成

大我，才使广大社会与氏祠获得利

益和好处。

为了协助韩姓寻根觅祖，伯丰

理事长称：引导新加坡年轻一代族

人，认清自己所属的籍贯；认识自

己祖辈们所属的地理位置，我们有

必要将个别家族的资料进行具有系

统性地保留。

伯丰理事长也语重心长地说：

当前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变，只有宗

族共同秉着“韩姓一家亲”的精

神，才能发挥集体力量；为美好的

未来齐创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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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5年度理事会名表
荣誉顾问

法律顾问

总务 副总务 中文书 英文书 财政 副财政 文教部

医药顾问

荣誉理事长

理事长 副理事长

名誉荣誉理事长

理事查账

应民

河定 鹤元

应光

伯丰
产业信托人

宝镇
产业信托人

昌运

霖光

大光

爱卿

鸿光日光

雄元

璧元美光

祯元

玉瑜
产业信托人

邡畴

炳元

仁光

振光

鹤元 主任

东元

业保

广丰

孔光 致丰 辉光 舆元

裕畴

国荣
产业信托人

钵元

林元

文准

诰格
产业信托人

毓畴

达淮

焕元

雄畴 副主任

瑜元

丰福畴 权元

康乐部 妇女部青年部 福利部

诗定 主任 爱卿 主任学杨 主任 汇光 主任能畴 副主任 爱云 副主任素茵 副主任 光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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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别 家长姓名

一年级 叶睿僖 Yap Rui Xi 女 韩雅琳

韩炳俊 Hung Bing Jun 男 韩耀光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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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ew 男 韩鸿畴

韩秉真 Han Bing Zhen lorrane 女 韩 光

三年级 蔡文乐 Chua Wen Le 男 韩润姣

韩凯畴 Han  Kai Chou 男 韩永光

韩宗 Han Zong Xun Damian 男 韩焕畴

韩慧琦 Han Hui Qi Megan 女 韩瑞光

韩伟畴 Han Wei Chou 男 韩介光

韩佳亲 Han Kai Xian 女 韩雄畴( 棕)

韩 定 Han Ray Ding Valentin 男 韩繁畴

韩立德 Hong Lit De 男 韩汉洲

韩立品 Hong Lit Pin 男 韩汉洲

四年级 龙毅桓 Loong Yi Heng 男 韩雅忆

梁毅轩 Leong Yi Xuan 男 韩莉君

五年级 韩宇光 Han YuGuang 男 韩进元

韩宗 Hung Zong Xun Sean 男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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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立人 Hong Lit Ren 男 韩汉洲

六年级 郑有轩 Chen Yew Yen Ian 男 韩慧娜

 韩瑞湘 Han Rui Xiang 女 韩园畴

韩姗容
Han Shan Rong 

Cheryanne 女 韩韬光

韩佳君 Han Kai Kun 女 韩雄畴( 棕)

韩瑚定 Han  Png Ting 男 韩平畴

韩颖洁 Han  Ying  Jie 女 韩振光

2012年度勤学奖学金名单 
荣获：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别 家长姓名

中一 林玮杰 Lim Wei Kit Shawn 男 韩丽芬

李佳敏 Lee Jia Min Jasmine 女 韩秀英

韩宛 Han Wan Chee 女 韩荣元

韩欣芸 Han Xin Yun 女 韩泽元

韩玮恬 Han Wei Tian 女 韩祯元

韩王鸾 Han YuLuan 女 韩学元

韩瑞琳 Han Rulin Christel 女 韩儒光

中二 韩佳明 Ring0 Han 男 韩侠光

韩瑞君 Han Rui Jun 女 韩园畴

韩协伶 Shirlene Ray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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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励扬 Han LI Yang Isaac 男 韩邡畴

许   诉 Joel Koh 男 韩燕婷

韩宗运 Han Tong Joon Mitchell 男 韩韬光

蔡文彬 Chua Wen Bin 男 韩润姣

中三 韩沁恩  Han Qin En 女 韩民畴

韩莲花 Han LianHua 女 韩学元

韩荔卉 Han LiHui 女 韩永光

李俊宏 Lee Jun Hong Vincent 男 韩秀英

韩雪婷 Hong Shir Ting 女 韩学寿

中四 韩锦森 Hon Gim Shin Hamon 男 韩学扬

陈约翰 Ding yuehfin Marcus 男 韩月卿

韩慧增 Han Hui Zeng 女 韩益元

韩仲光  Han Zhong Kwang 男 韩珊元

韩欣 Han Yuen Wei 女 韩培畴

韩和容 Han Herh Rongvonessa 女 韩伟光

韩宇恒 Han Yu Heng 男 韩泽元

韩碧 Han Bi Zhen 女 韩广元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别 家长姓名

JC 韩智绅 Hong Zhi Shen 男 韩学年 

蔡杰思 Chia Jie Si  Jessyn 女 韩超玉

韩欣妤 Han Yuen Sze 女 韩培畴

韩秉 Hung Bing Shen 男 韩耀光

郑有智 Chen Yew Jee Engene 男 韩慧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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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er 男 韩定光

韩佳光 Han Jia Guang leon 男 韩江元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别 家长姓名

Poly 傅智浩 Poh Zhi Hao 男 韩慧贞

韩 光 Han YongGuang 男 韩瑜元

陈美 Ding MeiQian Channel 女 韩月卿

韩信畴 Han Xin Chou Bryan 男 韩珍光

韩明畴 Han Mingchou Vince 男 韩健光

韩沅庭 Hon Yuan Ting 男 韩学扬

韩宇辉 Han Yu Hui 男 韩泽元

韩荔名 Han Liming 女 韩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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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员·祖孙·父母子女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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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清明时节，乡亲们全团共31名

团员；赴海南文昌举行祭祖仪式，发扬

敬祖精神。同行者包括：伯丰、玉瑜、

格、焕元、钵元、诗定、雄元、雄畴

及炳元等理事与会员宗亲。

2013年3月29日至4月5日

清 明 祭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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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亲 们 难 得 相
聚，共进早午晚
餐乐融融。又联
手同游观光风景
区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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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观赏瀑布，停留于冷力人工湖畔观赏。先后到金马仑茶园、玫瑰园、菜园、草莓园和怡

保三宝庙。下榻茉莉花酒店、蒂蒂旺沙酒店和怡东酒店。

本祠康乐部与妇女部组团赴马 
- 金马崙和怡保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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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午宴感谢
本祠青年团

妇女会员春节
聚餐与国庆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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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芸·到昔加末品尝榴

2013年7月28日(星期日)，本祠福利组主办∶到

马来西亚昔加末品尝榴 一日游，结果在短短的时间

里，吸引了40名祠友报名参加。年龄逾75岁者，费用

悉由氏祠津贴。

当天一早(六时正)，团员们便往加冷民众俱乐部集

合，分乘两辆巴士前往。带团者是吾祠福利组主任汇

光宗亲，理事尚有爱卿和爱云宗亲等。

不到七时半，大家已进入马来西亚境地了。近八

时，团员们便抵达Gelang Patah村镇用早餐。这时，

见到每位团员，精神饱满；个个有说有笑，脸庞上都

露出阵阵喜悦。

除了饱吃榴 ，大家还到Pagoh蘑

菇农场参观，购买新鲜的蘑菇。接着又

前往Jaya Jusco商场逛逛和购物。

傍晚六时正，在当地餐馆用完晚餐

后，大家便告别新山回返狮城。这真是

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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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动是由本祠荣誉理事长权元宗长夫人赞助。
This activity is sponsored by the wife of our Honorable President Mr Han Tian Juan.

本地一日免费游
主办

 上午九时正集合于新加坡韩氏祠 

Gathering at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at 9.00am1
 午餐于蘑菇咖啡馆-麦里芝蓄水池 

Lunch at Mushroom Cafe @ MacRitchie Reservoir

2

 参观牛车水佛牙寺 Visiting 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at China Town
3
 游览滨海湾金沙 

Tour Marina Bay Sand4
 乘坐新加坡河游艇游克拉码头 

Singapore River Cruise @ Clarke Quay5
 到海南二街喜园咖啡店享用美味海南晚餐 

Enjoy delicious Hainanese dinner in YY Kafei Dian at 
Purvis Street6

 下午七时正结束旅程于新加坡韩氏祠 

Ending tour at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at 7.00pm7

致全体70岁或以上，入会超过10年的祠员

谨订于2013年10月15日主办：“祠员本地一天免费游”，有意及有资格参加的祠员，请亲临

韩氏祠办事处报名。由于座位有限，将以先报名，先录取为原则，不接受电话报名。

To all senior members who are above 70 years of age with 10 years of membership
Our Association is organizing a one day local tour on 15th Oct 2013. Those qualified members who wish 

to join, please come to Han Clan office personally to register. Due to limited seats, booking is on first come 
first serve basis. Telephone reservation will not be entertained.

FREE ONE DAY LOCAL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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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款额 (马币) 奖励办法 备注 会所开幕典礼

A RM 100,000 或以上 会所大厦其中一层楼以其芳名命名并敦聘
为该会永远荣誉会长

18寸玉照 (永远挂在会所) 参与联合鸣锣人

B RM 50,000 或以上 会议厅或办事处以其芳名命名并敦聘为本
会永远荣誉会长

18寸玉照 (永远挂在会所) 参与联合鸣锣人

C RM 20,000 或以上 敦聘为本会永远荣誉会长 16寸玉照 (永远挂在会所) 参与联合鸣锣人

D RM 10,000 或以上 敦聘为本会名誉会长 12寸玉照 (永远挂在会所) 参与联合鸣锣人

E RM 5,000 或以上 敦聘为本会名誉会长 8寸玉照 (永远挂在会所) 参与联合击鼓人

F RM 1,000 或以上 其芳名刻存铜枚上 参与联合击鼓人

G RM 500 或以上 其芳名刻存铜枚上 参与联合剪彩人

H RM 200 或以上 其芳名编入征信录

筹募会所奖励细则

端午节聚餐与保健座谈

为凝聚韩氏宗亲及何氏宗亲，来自古来、麻坡、

新山、昔加末、 都巴辖及居銮县宗亲成立筹委会，

向柔佛社团注册官提出申请注册。社团注册局于2012

年12月3日批准柔佛州韩何宗亲会及古来县韩何公会正

式成立。

柔佛州韩何宗亲会主席韩学习宗长表示：第一届理

事会今年(2013)将积极筹备购买会所的事宜，计划筹募

100万令吉，在古来加拉巴沙威购置会所。2014年才开

始招收全柔各地韩姓宗亲加入这个大家庭。

古来县韩何公会的前身是加拉巴沙威韩何宗亲联谊

会，自古韩何本是一家，沙威一带的韩何宗亲过去五十

年来，为了方便处理红白事等福利事宜，大家以互助会

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并在12年前组织联谊会，但一直没

有正式注册。

柔佛州韩何公会进行筹募会所基金

请各位宗亲鼎力支持以上筹款。有意捐款的祠员，请亲临韩氏祠办事处捐款[现金或支票]。韩氏祠将转交所
收捐款给柔佛州韩何公会。

2013年2月16日柔佛韩何公会新春团拜暨理事会与妇女组就职典

礼。柔佛州古来县韩何公会理事和妇女组成员宣誓就职，由韩伯

丰理事长(右起)及何远平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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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份追源
Generation Root

认真学习
Seriousness in 

Learning

良好人脉
Wide Circle of Good 

Human Relations

善心助人
Being Kind-hearted 

and Helpful

用心经营
Conscientiousness in 

Management

韩氏客籍宗亲始祖派序

韩
氏
渡
琼
始
祖
派
序

·龙禧 录·

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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