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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每个社团几乎是天天讲，年年讲

就证明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反被年

轻宗亲发问：“为什么需要来祠

堂？”。其实，吸取年轻人士加入

之后，应由老、中、青开展如何互

相协调与配合。年轻人的加入，并

不表示老一辈必须退出，因为如果

以年轻一辈的学识和干劲，加上老

一辈经验上的配合，将使会务更能

顺利发展。

因此，我们就要懂得珍惜，懂

得自爱，懂得团结，懂得明辨是

非，懂得合作，爱护我祠，凡事看

远一点。一旦大家同心合作，眼前

的各种事务，都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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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年来，我感觉自己

能为祠出点力，完全是祖先赐

给我的‘机缘’。”

理事长：伯丰

>>>

宗
亲们对生存的挑战，已经深

切地了解到时代环境正在急

速地改变，如果只沉迷于对过去丰

功伟绩和自满，那是于事无补的。

我们意识到，要是本祠不能配合国

家社会的需要而作出调整，有朝一

日，必然面对生存的挑战。

幸好连在我们名字上的姓氏和

祖宗的出生地，永远不会消失。跟

自己血缘、地缘以及与‘根’有

关系的祠堂，终于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让疏离的现代人之心灵有所归

属。俗云：同乡、同姓三分亲，单

是这点‘亲’就能让现代人受用

了。

今天，我们心态上做出一个决

定：为明天进行最大的准备，我们

一定要记得世上有明天，而且每天

都有它的明天！

我们的前辈辛辛苦苦建立起来

的产业，这些丰富的文化资产若不

能继续保留和发扬，这不但是我

祠的损失，更是华族文化的损失。

虽然为了保存血缘和地缘的认同，

我们得要组织更多活动如：每月的

祠日聚会、春秋祭祖、中秋联欢

会、新春团拜、每年清明节到海南

祭祖，了解“根”的意义；在制定

祠的改革与发展计划正是我们的第

一目标；如何吸取年轻宗亲，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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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Qing Ming Festival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root.

Our priority in setting up ref-
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s 
is to attract young members into 
the clan.  However this problem 
have been dealt with year after 
year and day after day and has 
not been solved.  In return, the 
young ones questioned us : 
"Why we have to come to the 
ancestral hall."  In fact, after we 
have invited young members to 
join us,  all the members includ-
ing the old, the middle-aged and 
the young ones should come 
together in harmony and work 
in coordination. When the young 
ones come,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the old ones have to exit.  
With the youth's knowledge and 
drive,  coupled with the wisdom 
and experience of the older gen-
eration,  our clan's activities can 
be smoothly going.

Thus, we should know how 
to cherish, how to respect, how 
to be united, how to differentiate 
right from wrong, how to cooper-
ate and how to love our clan. If we 
can think further ahead and can 
cooperate with one heart, then 
surely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without any problem.

Forward>>> Director-General: Bo Feng

Looking back all these years,  

I feel that I am given the chance 

to make a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he 

clan is because of our forefathers' 

blessings.

L
ooking back all these years, 
I feel that I am given the 
chance to make a little con-

tribution to  the clan is because of 
our forefathers' blessings.

Facing with all sorts of prob-
lems regarding our survival, our 
clansmen have deeply realized 
that the environment of current 
era is rapidly changing.  If we just 
indulge in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past and become compla-
cency,  it is of no avail.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if our clan cannot 
make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then 
one day we will face the chal-
lenges of survival.

Fortunately,  our family name 
and the birthplace of our ances-
tors are facts that cannot be 
denied.  The ancestral hall that 
have something related to our 
blood, our homeland and our root 
has finally come into play.  It al-
lows the spirit of the young ones 
that are drifting apart to have 
something to be affiliated with.  
A folk adage says: people from 

the same homeland and having 
the same family name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modern people has 
greatly benefited from this close 
relationship. 

Now we must change our 
mindset,  telling ourselves that we 
must make full preparation for to-
morrow.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re is a tomorrow and everyday 
has its tomorrow!

Our ancestors has put in 
lots of efforts to build up our 
clans' assets. If these rich cul-
tural assets could no longer be 
preserved and enhanced, than 
it would not be just a loss for our 
clan,  it would be a greater loss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build up our identification with 
our blood and our homeland,  we 
have to organize more activities, 
such as monthly gathering; offer-
ing sacrifices to  our ancestors 
during spring and autumn; Moon 
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Lunar New Year Gathering and 
every year going back to Hainan 
to offer sacrifices to our anc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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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自1819年开埠后，约在1842年

左右，有大量海南乡亲移居南洋群

岛，尤是居住新加坡人数最多，我族先贤

当时也有不少人，斩荆披棘来星谋生，只

身南来不但找寻工作不易，居住地方也成

问题，吾族先人有鉴及此，有十余位远见

的先辈，遂在1899年群起发动创立“星洲

韩氏祠”，使族众有固定住宿的地方，然

后互相合作，互相介绍工作，藉以谋生。

在人缘、地缘、血缘三方面的构成下，而

在1900年先在红桥头淡申二条半石租赁一

间亚答屋为祠址，租金十余元，定名为“星

洲韩氏祠”。当时参加人数仅数十位。这间

本祠史略
亚答屋便是“星洲韩氏祠”的萌芽。

直到1907年，来星谋生的兄弟年年

增加，感于祠宇既旧陋又狭小，同年另

迁搬到比较阔大的淡申律四条石，这个

地方由于当时有六间排屋，因此人们把

它叫做“六间”。到1916年又搬去明古

连街与密驼律交界处，这个地方俗称“

芒果露”。地方虽较大，但都是租赁的。

到此韩氏祠已经三度迁移，祠宇都是租来

的。族中先贤均感到星洲韩氏祠，要发扬

光大，非有自己的祠址不可，遂在祠员群

策群力，团结一致，慷慨募捐之下终于在

1925年，在小坡荷罗卫巷廿一号，购买

一间二层楼排屋，为自己的祠宇。祠堂

正中供奉，宋魏国忠献王琦公，宋驸马

太师秦国嘉彦公，及宋文林郎会稽县尉

渡琼始祖显卿公。

而在殖民地时期，本祠申请豁免注

册，并订定春秋二祭，春祭订定农历正

月廿日前后的星期日，秋祭定七月廿日

前后的星期日。

本祠屹立在荷罗卫巷整整半个世

纪，共五十年(由1925至1975年)。

在政府城市发展重建计划下，荷罗

Since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in 
1819, a steady stream of immigrants 
from the island of Hainan flocked to the 
South East Asia in increasing numbers. 
Around 1842, there were already more 
Hainanese immigrating to Singapore 
than anywhere else and the majority 
of these immigrants were from the 
Clan of Han. 

For our ancestors who had to 
endure hardship and discomfort of 
being in a strange country, they could 
not find a good place to stay in nor get a 
decent job to live by. So, in 1899, a few 
leaders amongst them met up, made 
some sound judgement, and mitigated 
a consensus for the first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The charter that 
they set out wa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lan of Han, to enable everyone in 
the Clan to find easier accommodation 
through the Association and to survive 
better through mitigated cooperation 
amongst all.

In 1900, the Association got a 
permanent premise at Thomson 
Lane through the hard work of the 
management. The membership grew 
with each passing year until in 1907 
the building could no longer hold 

A Brief History of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卫巷的韩氏祠祠宇被征用，在“姓韩人

不能没有韩氏祠”的理念之下，我们终

于购得一间独立式洋楼，占地七千零三

十九方尺，在红桥头区达比莎路二号，

终于把星洲韩氏祠重新迁建起来(即现在

的祠址)。正式新祠重迁开幕日期为1976

年二月十五日星期日，本祠到今从一间

租来的亚答屋，而至拥有自己的现代化

独立式洋楼。

韩氏祠虽有独立式洋楼作为会所，

但由于活动经费有限，不能展开多样活

动，理事会仝人认为乘着产业热潮时售卖

会所，谋取活动资金作为长期发展经费，

并通过召开特别祠员大会征求祠员意见，

结果出席特大祠员一致赞成通过。理事会

公开招标并于今年(3月)完成售卖手续，

同时5月份购买23号德申宋路作为本祠会

所，余款将购买永久房地产出租，每月可

为本祠带来可观的租金收入，作为活动资

金，为本祠以后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祠今后除了为会员谋取福利外，

也将致力于吸收年轻的韩氏新生代加入

这个和谐的大家庭，以成为薪火相传朝

气蓬勃的宗祠。

more people. The Association moved 
first to a row of shophouses along 
the same Thomson Lane, and then in 
1916 moved again to the junction of 
Bencoolen Street and Middle Road.

W i th  a l l  t hese  moves ,  t he 
management was concerned for the 
welfare of the Clan, especially its 
future in such unsettling times and 
impermanent status. They felt the Clan 
would be stifled by the unnecessary 
payment of rented properties and 
frequent shuttling between places. So 
they got together again and started a 
donation drive till in 1925, they raised 
enough fund to purchase a private 
property at 21 Halloway Lane and 
built a 2-storey complex for the Clan’s 
operation. In that building, at the centre 
of the Hallway there were erected 
statues of Wang Chi Gong, etc for the 
veneration of our ancestors’ lineage 
and tradition.

All in all, the Association stayed in 
Halloway Lane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1925 – 1975). Under Singapore’s Urban 
Renewal Scheme, the Association’s 
premise of operation was once again 
relocated to 2 Derbyshire Road, with 
a gross floor area of 7379 m². Hence 

to commemorate this significant turn 
of even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Clan 
Association was put at 15 February 
1976, on a Sunday.

All this while, the Association had 
a base of operation but lacked the 
necessary funds to run plausible 
activities for the Clan. The focus 
by the management then was to 
invest in properties and could not 
run a variety of programmes. It was 
also an unanimous decision by all 
members to use the funds to further 
invest in properties. So in 2008, 
the management completed the 
transaction for 23 Tessensohn Road as 
the latest premise for the Association 
with the balance used for purchase 
of other freehold estates. In this way, 
returns from the investment can be 
used for activity funds and help the 
Association to continuously grow.

Besides giving back to the members, 
the Association hopes to attract more 
young and capable Han newbies to the 
Clan to help build up the ‘family’. In this 
way, it is hoped that the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can shine forth like 
the light of a beacon to show the way 
forward to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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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1日，本祠组团访问古来韩何联谊

会，得到该联谊会主席暨全体理事们热烈欢

迎，我团特地出席该联谊会新春团拜联欢宴

会。本祠给予赞助新币$1,500元供该会用作

活动基金。

2.  2月15日，本祠上午在礼堂举行春

祭，下午二时召开祠员大会。当晚假福满

楼举行联欢宴会并颁发勤学奖学金。

3.  3月20日(星期日)，本祠在会议室主办

风水专题讲座，主讲者为董农政师父。文教

部主任：焕元宗亲担任讲座主席。

4. 	3月30日至4月5日，本祠曾组团

到海南省锦山市举行清明拜祭仪式，受到锦

山理事会全体乡亲热烈欢迎，使团员留下深

刻的印象。

5.  5月17日(星期日)，本祠在会议室主办

〈当前股市〉专题讲座，主讲者为股票界资

深分析师颜子伟。吾祠文教部主任焕元宗亲

主持。

6.  7月19日，本祠在会议室主办：医学

专题讲座，主讲者为陈治霖中医师，文教

部主任焕元宗亲。

7.  9月6日，本祠在礼堂举行秋季拜祭仪

式。当晚，将假千禧楼举行联欢宴会，希

望祠员踊跃参与。

8.  10月3日，于下午6时30分，本祠在礼

堂举行中秋联欢宴会，并有自由餐招待。 

当天也是祠员日，希望祠员们携带子女或

孙子们踊跃出席。

9.  11月15日中午12时，本祠在礼堂举行

祠员日，希望祠员踊跃出席。

10. 12月20日中午12时为祠员日，下午2

时在会议室举行〈保健品〉推介专题讲座，

希望祠员踊跃听讲。

本
祠

2
0
0
9
年

活
动
简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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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中一滴水 韩山元

他
只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

大树上掉落的一片叶子。然

而，从一滴水可以研究一个海洋，

一片叶子可以认识一棵树。没有人

选他作为从中国南来华人的代表，

但是他的一生却是华人南来奋斗史

一个浓缩的篇章。

70年前他和妻子离开海南岛家

乡，不久家乡就沦陷在日军的铁蹄

下。他到柔佛州的小镇古来安家，

夫妇俩在一个远亲的橡胶园当割胶

工人。不久妻子生下了女孩，叫亚

华。再没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南侵。1942年1月底，日军占

领了古来。5个月后，妻子生了个

男孩。这男孩的出世有点特别，即

将分娩的那天，他的妻子挺着大肚

子还到胶园工作，结果孩子在胶园

里生下来。

日治时期物质匮乏，粮食、药

品严重短缺，劳苦大众营养不良，

体弱多病，女儿亚华患了重病，找

不到医生，买不到药，他和妻子眼

睁睁看着不到5岁的亚华死去。

战后，他举家迁到新加坡来，

他加入同乡经营的小杂货店，当了

小股东兼店员，每天踩着三轮货车

在烈日下进货送货。后来他无师自

通，学会记账，兼当掌柜。

自从他离开海南，家乡的音讯

全无，后来新马两地沦陷，跟家乡

的联系更是难如登天。战后，他终

于得到家乡的消息了，那是一个令

他悲痛万分的消息：他的母亲和二

弟在日本占领海南时期被日军杀害

了！亲眼看到日军杀人的乡人说，

他的弟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因为

脚溃烂偷偷跑回自己的家养伤，

没想到风声走漏，日军包围小村，

把他的弟弟抓去，五花大绑押到镇

上，还要镇民出来围观，然后是用

锋利的刺刀，一刀一刀往他弟弟身

上猛刺，他的母亲见自己的孩子受

如此巨大的痛苦，老人家冲上前想

护孩子，日本兵拿枪柄往这名手无

寸铁的妇女头上猛击，又扬脚猛

踢，将她活活打死。

他的母亲和弟弟被杀害时，日

军不让镇民收尸，就这样弃尸荒

野。他战后多次请乡人帮忙寻找母

亲和弟弟遗体的下落，始终找不

到。十几年前，已经接近80岁高

龄的他回乡祭祖，他跪在母亲的灵

前像小孩一样放声痛哭，向妈妈哀

诉：妈！你生的这个孩子不中用，

你死了没有给您送终，连把您安葬

也没有做到，你的这个孩子不中用

啊——

他育有四男两女，大女儿早

逝，四男一女全部念华校，家里一

个英校生也没有。按当时的社会风

气，一些家长为了孩子的“钱途”

，也为了“平衡”，往往是在家

里“分队”，一半进英校，一半读

华校，据说这样可以避免“死在一

起”。可是他偏偏不怕死，他怀着

一个很简单的信念：华人就应该学

华文，应该了解中华文化。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总理周恩

来先后率团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和

亚非万隆会议，让新中国以矫健的

步伐，高大的身躯走上世界舞台，

他兴奋不已，一再跟孩子说：中国

站起来了，学中文有前途。那是50

多年前的事啊。

他一直都不富裕，在常常为孩

子的读书费用发愁的年代，他还是

像从海绵挤压出水分一样，凑钱

让孩子看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

英台》、《天仙配》、《五朵金

花》、《刘三姐》等，而且是同一

部影片看了一次又一次。

他只在乡下念了几年小学，但

靠自修能写流利的中文。他把希望

寄托在孩子的身上，现在他的四个

男孩都有大学学历，一个女孩也有

高中学历，三个男孩在文化界、新

闻界还小有名气。

他在今年5月23日走完94年的

人生历程，他走得再远也永远走不

出子孙对他的怀念。

他叫韩明丰，南来华人海洋中

的一滴水，一朵浪花。

家明丰先生自参加本祠以来，每逢祠中主办活动，从不错过，年捐从不拖欠，关心祠务，数十年如一日。他一生克

勤克俭，胼手胝足，与夫人符氏菊凤同甘共苦，在家乡种田，过番后，在柔佛古来割胶，在新加坡开杂货店当掌柜兼送

货，后来又当酒楼厨房助手，摆摊卖粥卖沙爹，两人共同撑起这个家。先生虽只在家乡读了几年书，但中文根底深，还

写得一手好字。先生乐于助人，数十年来，不知为乡亲们写了多少回乡信！对家乡建设，先生亲力亲为，群策群力，虽

不富有，但热情满腔，深得同乡们敬仰。先生由于年事已高，患病多时，终于2009年5月23日与世长辞，享年94。先生

一向热心教育，其子女秉承先父之夙愿，特捐助两千元予本祠奖助学金。长子山元在《联合早报》专栏《四方八面》刊

登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感人至深，现转载于下，让所有认识先生的同乡一起缅怀这位可敬的乡亲。

编者按语:	“⋯⋯走过了九十四个坎坷而无憾的春秋。您以坚强的毅力，辛
勤的劳动，养活了一家，教育子女一一成材。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们对您的崇
高敬意和深沉哀思！

----------节录自刊登在25/05/09《联合早报》之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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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慢性
疾病。在1998年新加坡国民健康

的调查中，有27%的成年人患高血压
病。换句话说，每3个新加坡成年人约
有1个患高血压病。

高 血 压 病 也 被 人 称 为 “ 无 声 杀
手”，因为高血压病一般上没有任何
临床症状，病情进一步发展往往又会损
伤其他脏腑，引发中风，心脏病，心脏
和肾脏衰竭或死亡。

根据资料，美国有50 万成年人患
有高血压病，三分之一的患者并不知
道自己已患有高血压病， 以致每年约
有20 万个美国人死于高血压或相关的
疾病。

根据病源，高血压病基本上可分为
两类：
1) 原 发 性 高 血 压 ( E s s e n t i a l 

Hypertension)： 约有90%以上高血
压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其病因还不
请楚，可能是遗传因素和生活习惯导
致血压的调节系统紊乱所引起。

2) 继 发 性 高 血 压 ( S e c o n d a r y 
Hypertension)： 约有5-10%高血压
病属于继发性高血压。病因是肾脏
障碍，脑炎， 甲状腺，脑下垂体等
内分泌系统障碍的问题， 如果单单
服用降压药是不会有效果的。

虽然高血压病不易为患者发觉，但
是利用血压计来测量血压、则是一件
易事。血压数值可分为最高值(收缩压)
和最低值(舒张压)。收缩压主要是反映
心动排血量，而舒张压主要是反映动脉

的外周阻力。人的正常血压数值，成年
人的收缩压一般上是低于140mm Hg ， 
舒张压则是低于90mm Hg。收缩压可随
年龄而改变，而老年人的收缩压是低于
160mm Hg。所以成年人凡是收缩压高
过140mm Hg 或舒张压高过90mm Hg，
都可被诊断为高血压患者。高血压病可
根据病人的血压数值来分类：

第一期高血压病
 收缩压 140-159mm Hg 或 
 舒张压 90 -99mm Hg

第二期高血压病 
 收缩压 160-179mm Hg 或 
 舒张压 100-109mm Hg

第三期高血压病 
 收缩压 180mm Hg (或以上) 或 
 舒张压 110mg Hg (或以上)

在许多情形下，高血压病人是没有
任何临床症状，只有某些病人会感觉
头晕目眩，耳鸣，疲倦和头痛。如高
血压病人没有得到治疗，体内器官逐
渐地会被损伤。

(a) 对心脏的影响： 左心室肥大可进一
步恶化，而造成左心室衰竭，心绞
痛，心肌梗阻。

(b) 对眼睛的影响：视网膜动脉的狭窄
可进一步恶化，而致视网膜出血。

(c) 对肾脏的影响：尿蛋白可破坏肾小
球的过滤功能，最后可发展成肾功

能衰竭。

(d) 对脑的影响：脑溢血，脑部血液循
行不畅。

促成高血压的不利因素：
(1) 高血压病的遗传因素。

(2) 饮食习惯
 〜饮酒，咖啡过量
 〜吃含钠(盐)高的食物
 〜身体肥胖
 〜血脂过高
 〜血糖过高

(3) 生活方式
 〜抽烟
 〜不做运动
 〜生活紧张
 〜工作压力大
 〜睡眠不足

中医常说：病从口入，是有一定的
道理，因为饮食习惯会影响身体健康。
除此之外，良好的生活方式也非常重
要。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与我们的身体
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我们也要时
常注意保健，以预防疾病的出现， 因为
预防永远是胜于治疗。如果患有高血压
病，应接受治疗，并且还要减少上述高
血压病的不利因素，以便减低中风和其
他并发症的发生。

我希望以上的资料能帮助宗亲们对
高血压病有一些认识， 让我们都远离
高血压病吧!特此，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浅谈高血压病
鹤元理事  (中医师）

马六甲2天1夜游 本祠
将于今年12月12日至13日举办2天1夜马

六甲之旅。会员费用75元，小孩子没有加

床位，费用为50元。有意参加者，请于10月31日前向

吾祠秘书处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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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新加坡韩氏祠历经了

一百零九年，得以延

续至今，追根究底乃因宗亲们的饮

水思源，群策群力和为公无私艰辛

的努力经营所得的成果。此是我们

华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韩氏宗亲

的自豪。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面

向未来缅怀既往，我们希望韩氏的

老，中，青的宗亲们能与时并进，

并接纳和配合时代的潮流，秉承着

过去一路来的支持既爱护我们祖祠

新的时代，
新的使命！

                    		焕元

的精神，共谋出策，不为个人的得

失。珍惜现所拥有的基业继续为我

们祖先留下的百年基业加于发扬光

大，以求生生不息。希望借着我们

的会讯的发行来传达我们韩氏祠的

各活动信息，同时也呼吁我们韩氏

宗亲及家人积极的来参与，支持本

祠的各项活动，交流连络，增进会

员们彼此间的认识和了解。我们也

要开放门户给韩氏的新移民和鼓励

会员的子女加入本祠成为会员以备

In response to the appeal of Zhoujin Educational Welfare Society of 

Gongpo, Wenchang City in Hainan, 23 members of our Association 

and 2 non-members of Gongpo origins contributed a sum of S$4,250 

(¥$21,250) to its scholarship and Bursary Fund. The rational of our 

endeavour is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of Gongpo to excel in their 

academic studies, so that in future they may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the 

community and clan.

On the way to attend the 2009 Hainan Qing Meng Prayer, our ap-

pointed representative personally handed the fund to their Welfare Society 

representatives after official receipts were issued.

Yoong	Juan

Contribution	to	Gongpo	Scholarship	
and	bursary	Fund

往后的接班和发展。

在新加坡我们韩氏祠是间小会

馆，财力和人才都有限。希望大家

要团结，集思广益和求异存同，选

贤任能和量力而为，才能为宗亲会

员谋长远的福利！

创业难，守业也不易，希望大

家要珍惜它！！



8

新
加坡韩氏祠将在今年九月中

出版有史以来第一份《韩氏

会讯》，以后每三个月出版一次，

理事长伯丰宗亲指示我写一些有关

客籍宗亲的讯息，我一时答应，过

后想想，真不知从何写起，只知道

客籍宗亲们是从40年代末期和50

年代初期，由西马迁移来新加坡

落户，至今已近60年的历史，由

当时的十几户繁衍至今，老少合

共数百人了。

业务与生活情况
最初来到新加坡多数定居在西

北区的裕廊、林厝港和蔡厝港一

带，且多以务农为业，养鸡养猪

和种菜等，这些业务需要很阔的

地方来活动。本国随着工业化的成

功，国家环境变化，他们的农作业

土地先后全都被政府征用，作为国

防部和工厂建设的工业地，因此农

作业就渐渐地消失了。年轻一代也

就改行投入工商业领域的活动，生

活情况也随环境而改变了。今天，

已有不少客籍宗亲们也取得相当成

功的成就。

文化教育情况
由务农老一辈的人可想而知教

育水准都不高，有些连学校都没进

过，只能辛勤地把锄头工作做好，

他们一心都希望下一代能有受较高

深的教育和学得更好的技能，在这

社会上出人头地。如今，年轻的下

一代，学士、工程师、硕士比比皆

是，但博士学位尚未听到讯息。这

些有识之士我相信他们在工商界方

面已取不凡的业绩，所以可说在文

化方面已经跨进了一大步。

加入韩氏祠的活动
自一九六八年始加入韩氏祠后

所参与的活动，当问起他们加入的

目的是什么？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

处？他们的回答只是联络感情和老

会员去世时，可以取得一些互助

金。在四十多年前的互助金，可

说还有一些发挥互助的作用，但

时至今天，国家经济繁荣的现有社

会里，区区的一点互助金已经不再

吸引人了。因此经大会通过而取消

了互助部。凡是跟不上时代潮流的

公会，迟早将是被淘汰。在十多年

前，我曾带一些年轻人来开会员大

会并且要他们加入会员。过后他们

对我说那个场面很不适合他，他们

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老一辈的理事和

会员，很像一个乐龄俱乐部，因此

无法吸引他们进来。

时过境迁，今天的韩氏祠已不

像以前，我们已经物色了很年轻有

为的理事，组织和壮大各种多姿多

彩的新活动。我们先后成立了青年

团、妇女组、康乐组。每月一次

的“会员日”，每三个月出版一

期《会讯》给年轻一代发挥他们

的创意活动，尤其他们认为适合的

各种活动，这些活动给他们可互相

沟通和生活经验交流，彼此也可以

从中寻找各种商机。所以，我希望

客籍年轻一代应该积极和主动加入

公会，把你们的学识和经验贡献给

公会。俾使这个姓韩人的大家庭更

年轻化和壮大，同时把会务办得更

好，使公会在新加坡成为一所知名

的公会。

写于2009年8月9日

副理事长：国荣宗亲

新加坡
韩氏客籍
宗亲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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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韩 氏 祠 于 2 0 0 0 年 的

一项庆典上，呼吁各地宗

亲举办世界恳亲会，结果受到响

应，亚洲各地宗亲已每两年轮流

主办。2010年4月1日，将在海南

省文昌市锦山宗祠举行第四届世界

韩氏恳亲大会。之前，先后已在新

加坡、泰国、香港主办(在安阳举

行)。主办世界韩氏恳亲会目的，

是联络各地宗亲进而认识彼此，了

解彼此的各地情况，也探讨如何开

展经济合作，共同开发商机。这是

宗亲组织朝向环球化发展，同时，

也能更好地携手发扬各地中华文化

并和当地文化进行交流。

近年来，吾祠为了吸引老、

中、青加入宗祠组织，经订每年于

3月30日组团到海南文昌市锦山宗

祠清明节祭祖。回乡探亲——“饮

水思源”教导子孙辈不能忘本，鼓

励年轻一代多了解华族传统文化，

了解到“根”和源的意义。

我祠是个血缘性组织，以韩姓

宗亲当中有海南人、福建人、潮州

人、客家人、上海人等等。要参加

我祠为祠员，每月只需2元祠费，

永久祠员一次过500元，我希望日

后能吸纳海外新移民成为宗祠的

一份子。

宗亲每月相聚煲乡情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日，德申宗

路韩氏祠礼堂，总有一群老、中、

青围坐在一起，边吃边无拘无束地

交谈，并发出笑声。要是对宗祠有

什么看法，可向在场的理事们直接

提出。这个不拘形式的午餐会，深

受理事和祠员的欢迎与好评。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理事和祠员的心声

得到适当的传达与处理，无疑的，

就拉近了大家的情感距离。

我祠近十年来举办过多种文

化活动，深受祠员热烈响应，积

极参与，显示宗亲们上下同心，

精诚团结，把祠社的会务，推向

更高峰！

本祠十月三日晚庆中秋
每到中秋佳节，宗亲们欢聚

一起的时候就想到是自家人欢聚

于一堂。饮茶赏月，其乐融融，

真是美不胜收。2009年10月3日

(星期六)晚上6时，已订为“祠员

日”，同时也是中秋佳节，本祠将

在礼堂庆祝中秋佳节，品尝月饼与

茗茶。欢迎祠员携带其子女、孙子

踊跃参与。本祠备有丰富的自由餐

及幸运抽奖。亦欢迎祠员踊跃演唱

卡拉OK以及琼曲。恭祝宗亲中秋

节快乐！

第四届世界韩氏恳亲大会
明年四月一日在海南省举行



10

本祠正在一面继续物色其他店屋，并一面发展本祠现会所为6层楼大

厦，且计划租出四个楼面，增加本祠收入，为祠员谋求福利(如资助祠

员到广东揭西等地旅游观光)和展开其他多样化的康乐活动。

地址
Address

摘要
Type 

面积
Area 

地契
Tenure

23 德申宋路

Tessenhosn Rd

店屋 

Shophouse 
1657sft

永久地契

Freehold

389 基里码路

Guillemard

店屋

Shophouse
1700sft 9999yrs

芽笼第28巷

Geylang Lor 28

公寓

Condominium
1302sft

永久地契

Freehold

Particulars of Our Properties

本
祠
产
业
概
况

致

韩氏小宗亲
五好共勉

存　好心

读　好书

学　好样

说　好话

做　好事

韩大光　题
二○○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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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道论，老君说：道本无失，而得亦无所失。就是说：前身有得，

今生莫失；今生有得，可补前身之失。

我们知道：“一得永得”，前生得，今生也得；今生得，来身也

得。

守道的人要达到神道，神道还得有仙功，仙功也要有神功。道是千

变千化的，“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神人变化，成功全在修道，行道，

能行才能成。有耕耘，才有收获。修道得道老羽化，有道成仙，只有无

道的人死是真死。

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至难得者是人。诗云：万劫千生得个

人，须知先世种来因，千年铁树开花易，一失人身再复难。修道功必要

集积升华，不积则散而沉沦。

修道不要把前身的“有”失去，要保持增加今生的“有”，发展未

来的“有”，点点滴滴累积起来。以希望由人道进入圣道，进入神道，

符合天命，得天福佑，循道复真。

入世功夫，必须严格修心练性，成为性命双修。

道教有六字真言：忠、孝、仁、信、和、顺的美德。忠，是爱国

家，尊重领袖，有责任，取得公民荣誉。孝，是重视民族，亲血统，敬

祖宗，尊亲孝父母。仁，是心主博爱，重视德与义，好生无害，实践相

助。信，是诚实，无私，坦白，友爱，履行诺言。和，是具有柔静，纯

一，团结，合作，凡事守德性。顺，是遵守秩序，有公益心，循法律，

优雅礼节。

此是道家应有的修养。抱朴子说：“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

善，欲求地仙者，须立三百善。”此是入世修道的指南，要有毅力，有

恒心，循此路向严格修养。

大光道长P.B.S

本祠副理事长

暨互助部主席

老君论道
韩大光道长

初授　太上正一三五都功经纂　奏仙官职

带升　太上正一都功盟威经纂　仙官或仙卿

升授　太上正一盟威经纂　　　奏仙卿职

加授　上清五雷经纂　　　　　奏上卿职

加升　上清三洞五雷经　　　   奏上卿职

至于　奏上相上宰是天师历代世袭

坤道　初授：淑人。升授：夫人。

　　　加授：天妃。加升：天后。

三皈：

皈依道　得正觉　化化出人天

皈依经　得正法　劫劫度群迷

皈依师　得正行　不坠诸傍生

九戒：

1. 敬让：要孝养父母

2. 克勤：要忠于国主

3. 不杀：要慈救众生

4. 不淫：要正心处物

5. 不盗：要推义损己

6. 不嗔：不凶怒凌人

7. 不诈：不谄贼害善

8. 不骄：不傲忽至真

9. 不二：要奉戒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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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ings ! I would like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to welcome youth of Han 

descendants to join the Youth Wing 

of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

Objectives of our Youth Wing 

are:

Foster closer relationship among  ·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Han 

descendants including Han 

youth members of Thailand, Ma-

laysia, China and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where deem feasible.

Prepare the younger genera- ·

tions for continuation of our Han 

Clan Association and maintain 

the lineage.

Create an environment for shar- ·

ing of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opportunity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our Han descen-

dants.

Year 2008 was a year where sev-

eral key milestone were achieved.

Official opening of our new Han  ·

Clan building at 23 Tessensohn 

Road.

Celebration of our 108th an- ·

niversary. 

Third (3rd) Global Han Clan  ·

Convention (2008) held in Sin-

gapore

It was also the year which the 

SHCA - Youth Wing was officially 

set up, consisting of seven members 

from the Central Management Com-

mittee.

Currently these are the rec-

reational activities at our existing 

facility.

A reading corner for children to 

read or play X-box games

A karaoke room with disco light-

ing for your singing pleasure. All 

members can pre-book the karaoke 

room for birthday party or other func-

tion by paying a nominal fee of $5.00 

an hour.

We organized 3 wellness talks 

during the year and monthly, a 

members’day were held so as to 

encourage interaction amongst mem-

bers with a wonderful buffet lunch.

A health talk - CHANGING LIVES 

THROUGH SUPPLEMENTATION 

will be held on 20th December 2009 

from 2pm to 4pm. As it will be the last 

members’ day of the year,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all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We are developing our plan to 

cater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future, hence are exploring these 

possibilities.

Internet broadband with wireless  ·

network so that students can use 

our premises to study for exam 

or do project work.

Cultural / Heritage and Educa- ·

tion oversea trip. (Subsidized)

We appeal to the next genera-

tion of Han descendants youth of 45 

years and below to join us. Those 

interested, please email or write 

your particulars to me. We hope to 

build a vibrant Youth Wing.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YOU CAN MAKE A DIFFER-

ENCE AND CREATE A LIVELY AND 

INNOVATIVE SHCA - JOIN US

Students or youth who have 

good ideas and suggestions to im-

prove the Youth Wing, please write 

and email to me at hansd_das@

yahoo.com  All ideas and sugges-

tions will be thoroughly considered. 

A MP4 player will be awarded as 

an incentive for ideas or suggestion 

adopted.

AN INNOVATIVE AND 
VIBRANT YOUTH WING

WITH YOU 
WE CAN ACHIEVE 

IT TOGETHER韩		诗		定	
Steven Han See Ding

SHCA- Youth Wing Chairman
Email: hansd_das@yahoo.com A message from SHCA -Youth Wing Chair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