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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已经制定购置房地产策略，

以作为未来的投资用途。

	 我会是基于现有会所取消装置电梯计

划以及手上拥有一笔资金后，在第64届的

双月董事会议上制定这样的策略;	会议是

在今年8月22日举行。

	 目前手上这笔资金，是我会今年6月

售出恭锡路的房产得来的，正好可以用来

调度利用。

	 我会原本有意在芽笼会所内安装电

梯，好方便会员上楼参加各项活动，同时

也进行小规模的门面装修，在经过董事会

深思熟虑后，决定放弃这项计划。不过，

董事会并不排除将来也许会重建会所的计

划，争取更高的收益。

	 计划既然取消，会议因此议定，将这

笔资金转投入购买其他房产，为公会带来

投资利益。因此，公会决定让置业小组集

中全力去物色与购置房地产，一旦事成，

就可以给公会在收租上带来收入，用作公

会的运作费用，甚至参与各项公益活动。

助学金申请门槛调低

	 另一方面，在会议上，我会也决定调

低助学金的申请门槛，以助更多会员子弟

获得助学金。

	 过去，我会一向重视会员子弟的教育

问题，希望子弟们拥有优秀成绩，扬眉吐

气，因此，数十年来都拨出巨款颁发奖助

学金，成为公会的一项传统活动。

	 颁发奖助学金的目的，既奖励子弟们

继续努力学习，争取更优越成绩，而对那

些家境较贫寒者，则可以一解燃眉之急，

不会因财务问题受到太大的困扰。

	 由于这一回疫情严重，估计会有更多

清贫家庭受影响，我会因此决定，将申请

助学金的个人或家庭总收入一律提高顶

限，这样一来，更多清贫者将能够符合资

格，申请到助学金。

	 这项条例，从即日起生效，这意味着

会员今年申请助学金时，就可以享受到这

项福利。我会一般是在10月向会员发出申

请通知，公会收到后经教育小组审定，就

可以确定结果。合格者通常在12月间可以

获颁奖助学金，正好应付新学年的需求。

	 最后，对于会所这次的电梯建设计

划，虽未实现而成为憾事，但我会已经记

录在案，对参与工作的绘测师、策划估价

师、董事与会员表示最高的敬意，感谢他

们无私的贡献。

作投资用途作投资用途
疫情期间举行会议，我会遵守条例，
与会者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我会制定购置房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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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半年，本地冠病疫情仍旧肆

虐，致使政府二度采取严厉防

范措施，除了普遍影响各行各业，公会各

方活动也遭波及，不过我会仍然坚持推动

多项活动，确保会务不留白。

	 这些活动，包括了清明春祭、常年会

员大会与中元节，都是公会常年的华族传

统活动与公会活动，我们不愿因为疫情而

看到中断，希望永远能够传承下去。

	 今年开年来前三四个月，疫情原本还

算稳定，公会立即定在4月清明节期间，

举办春祭活动与常年会员大会。

	 除了到万礼的骨灰塔祭拜，公会也在

自家会所举行祭祖仪式，对于先祖先辈，

我们始终不忘初心，致予最高的敬意，紧

记孝心孝思的意义。

	 至于会员大会，由于是章程所

定，我会快马加鞭举行，使会员可

以获知会务进展与财政状况，同

时不致抵触条例。

	 没想到进入4月后，情况有

恶化趋势，更多人感染病毒。为

了严控疫情传播，政府当局从5月

16日起，断然宣布进入高警戒第

二阶段，禁止餐饮场所堂食、社

交聚会人数受限不得超过两人、

大型聚会活动人数也限制在百人、

回复居家办公等等措施，为期一	

个月。

	 这样到今年6月中旬，疫情总算有所

缓和，政府为此从6月21日起，宣布恢复

两人堂食，聚会也进一步放宽到五人。

	 但是，到了7月中旬，突然来了

越南女郎卡拉OK夜店与中央鱼场严

重传染，两波来势汹汹，结果引发原

本放宽的措施立刻收紧，从7月19日

开始回复原状，只准许两人堂食，

公会的团体活动不得已，马上又得	

停摆。

	 7月下旬，情况继续恶化，政府为此

宣布重回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再次宣

布禁止堂食等措施，一直到8月18日。幸

好，由于新加坡居民接种疫苗的比率呈

现稳健上升的趋势，政府决定提前在8月

10日放宽措施，回复可以两人堂食，而

完成接种者可多达五人聚餐。

	 截至今年8月底本刊截稿为止，我国

居民的接种率已经超过80%，政府为此还

宣布愿意“与疫共存”的策略。

	 我会因此在8月15日，也即是农历

七月初八，立即决定主办中元

节，最终顺利举办成功。

	 在交流活动方面，一路

来，我国与马国两地因为地缘

亲近，彼岸兄弟会经常都会邀

请我会，参与它们的周年庆或

特别事项等庆祝活动，我会也乐

于组团带领会员越过彼岸出访，

与宗亲热烈交往。不过，自从疫

情暴发以来，马国疫情同样愁云

密布，政府也禁止民间团体主办

任何活动，结果导致交流活动一样陷入

冬眠状态。

	 尽管无法面对面聚首，我会与兄弟

会仍然通过书面保持紧密交往，例如，

马国柔佛州新山区蔡氏济阳堂为庆祝成

立60周年纪念，准备在今年9月出版纪念

刊，它们就希望可以参阅借重我会2015

年出版的三庆特辑纪念刊资料，我会为

此欣然接受，乐意寄发各项资料，希望

帮得上兄弟会的需求。

	 在各项活动无法展开的情形下，我

会9月出版的会讯，无法填满内容，我

们只好像上一期一样，以八版的形式面

世，希望会员读者谅解。

	 至于未来活动进展，局势难以预

见，公会也无能为力，我们只能见机行

事。病疫期间，公会谨希望董事与会

员，大家多照顾自己，出入平安，安然

渡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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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活动顺利举行
	 我会今年8月15日主办中元节祭拜

活动，董事会同人会员借此纪

念活动共聚一堂，大家在疫情中互道安

好，平安度过又一年的中元节。

	 8月15日是农历七月初八，距离第二

阶段解封后不久，我会当机立断主办属于

比较大型的活动。不过，公会谨守政府当

局颁发的安全措施，确保所有参加者健康

无事。

	 当局的条例包括参加者人数不得超过

30人、维持至少1米的安全距离、参加者

在完成仪式后必须立即离场。此外，现场

不能喊标、设宴或设歌台表演等。公会也

要求出席者测量体温与扫描二维码，一旦

有人染疫，方便追踪。

	 今年的济阳中元节筹备委员会由会长

健龄PBM宗长亲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副

会长钦华PBM、义山BBM、总务敏华与财

政秋发四位宗长。由于去年的活动也是疫

情期间举办，筹委会在召开小组会议讨论

时，驾轻就熟，不到半小时就对各事项达

成共识。

	 不过，去年出现的一些瑕疵，成员们

根据经验和回馈做出调整，例如水果与

发糕都不再装入福物袋里，以免损坏或	

发霉。

	 这回活动，我会依惯例发函通知所有

会员报名参加。函件特别注明参加者须在

当天下午2时后前来公会领取福物，或者

与秘书处另外安排时间，以免造成人流群

集。这次共有近百名宗亲参与。

	 祭拜活动前一天，金山宗长一大早就

到达会所，准备所有需要用到的器材，然

后与随后而至的春荣宗长一起布置祭坛。

傍晚时候，供应商将预定的百多份福物准

时送到，工作人员立即将它们摆设妥当。

	 入夜，布置好的祭坛与摆设好的福

物，映得会所大厅红彤彤一片，庄严而	

肃穆。

	 15日当天，上午9时过后，参加活动

的宗亲们陆续抵达。10时，主持仪式的道

长与助手准备就绪，以会长为首的团队，

依道长指示开始仪式。

	 第一轮的拜祭仪式，道长高声诵经，

配合了乐器的打奏，祈求保佑来年风调

雨顺、事事顺利、财源广进、合家平安，

加上拜祭团队的“发啊!发啊!”声声呼应

下，为宁静的街道增添不少热闹的气氛，

也吸引了不少路人好奇的眼光。

	 第二轮的拜祭仪式在炎阳高照下进

行。大家移步户外，焚烧冥纸。即使人人

汗流浃背，都毫无怨言。熊熊烈焰伴着袅

袅轻烟，表达了多少后人对前辈的追思与

悼念。疫情下有机会与宗亲聚首，大家郁

闷的心情都变得格外轻松，同时也增添了

不少的欢乐的笑脸。

	 下午2时过后，宗亲们陆续到会所领

取福物，也为活动划上完美的句点。

	 回顾这两年的中元节，虽然少了酒宴

与投标福物，但宗亲对这个传统节日的支

持，依旧是那么的热心。

	 疫情一旦过去，相信这“蒙面”祭拜

的情景，会成为绝响，同时也成为“想当

年”的热门话题。而参与者的心中，也会

为我们没有放弃，最终能战胜疫情而感到

无比的自豪。

	 祭拜仪式过后，公会以一贯的传统

掷茭仪式选出2022年（壬寅年）的中元会	

理事。

2022年炉主∕头家

正炉主：汉波

副炉主：钦华 PBM

发财炉主：易端

观音大士炉主：明旗

头家：福成 成欣 来成 健龄PBM

   和泰 秋发 权海PBM 忠民

  镇嵘 添恭 易端 春华 领港

 修德 文德 均伟 

 熊熊烈火，袅袅轻烟，包含了多少后人对先辈的追思与悼念。

道长为大士炉主持开光仪式。大家遵守安全距离，在大厅外举香进行拜祭仪式。

公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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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面对面

加入我会初期，曾经感到不自在，
格格不入。如今良兴宗长不仅为我
会倾注心血，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也义务为我会处理买卖房产事宜。

	 良兴（63岁）宗长是我会的法

律顾问。我会于今年6月完成

售卖恭锡路房产的法律程序，良兴宗长

是一大功臣。这名专注房地产事务的律

师，除了义务帮忙处理所有跟出售房产

相关的文件，也提醒宗亲在脱售过程中

须注意的细节，确保大家根据法律章程

行事。

	 他是在1994年，36岁那一年，经堂

哥锦田宗长的引介，加上产业信托人柳

枝BBM(L)宗长的推荐而成为公会的法律

顾问。锦田宗长一向热心我会事务，曾

任副总务等多个职务。

公会于2019年在胡姬乡村俱乐部举行高尔夫球赛。本会法律顾问良兴宗长（前排右五）在赛前大合照。

良兴宗长的法律专长是房地产。公会售卖恭锡路的房产，他是一大功臣。

熟悉房地产交易  
良兴宗长 发挥所长

律师馆开业至今37年，良兴宗长（左）和 
员工王如桃也共事了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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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公会初期，良兴宗长确实感到有

点不自在。因为他不是华校生，华语不

好，加上公会的来往书信和文件大部分

都是以华文书写的，所以尽管堂哥也在公

会，他还是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后来，加

入公会的年轻人多了，彼此能够以英语沟

通，良兴宗长才逐渐适应下来。

亲切随和 留住员工

	 良兴宗长表示，公会这些年来没有发

生法律纠纷，宗亲们感情和谐，所以他这

个法律顾问可以当得轻松点，这让他感到

很欣慰。

	 良兴宗长予人的感觉是温文和蔼，平

易近人。采访是在他的律师馆的会议室进

行。当天，良兴宗长看到员工正忙着，竟

亲自帮采访小组增添饮料，还亲手捧到

会议室。小小的举动，尽显他是个贴心	

的人。

	 也因为他不摆架子，待人亲切，所以

律师楼的员工，有些是打从他1984年创办

律师事务所就跟他打工到现在的。“从

当年未婚到结婚生子，到如今成变成祖	

母级。”

爱喝酒 打高球

	 良兴宗长是在1983年毕业自国立大学

法律系。毕业后第二年，他就开了律师事

务所，起初是他和一名合伙人共事，后来

增添了合伙人。目前，律师事务所有四名

合伙人，员工则有13人。

	 律师业务繁忙，良兴宗长下班后喜欢

喝两杯，舒缓压力，放松心情。除了品

酒，他也喜欢打高尔夫球。我会每年举办

的高尔夫球赛，他都积极参与。

支持我会投资房产

	 良兴宗长认为，公会要自我更新，增

添新血，除了举办常年高尔夫球赛，还可

以组织户外活动。待疫情稳定下来，能够

出国时，公会可安排国外游，希望能够吸

引更多年轻人加入。

	 公会要传承，就需要办活动，就必须

有一定的财力。那要如何保障公会的未

来？良兴宗长认为，新加坡土地有限，

政治稳定，我会可考虑投资房产。将恭锡

路房产出售所得用来投资永久地契商业房

产。因为不是向银行贷款，而且锁定长期

投资，风险不是那么高，投资回报可用来

资助我会的长期发展。

	 良兴宗长说，从当年自己感觉不自

在，到如今替公会办事，为宗亲谋福利，

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过程。他希望如今同

样感觉格格不入的年轻人，给自己机会，

加入公会，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

良兴宗长（右一）闲时喜欢打高尔夫球，挥杆技术不错。

来杯早茶，整装待发，良兴宗长（右二）与公会领导合照。

高尔夫球赛结束后，法律顾问良兴宗长从

会长健龄PBM宗长手中接过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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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今年的春祭活动，顺利在4

月2日举行，不过，由于冠病

疫情未了，春祭活动只限董事会成员参

加，常年的春祭晚宴则取消。

	 清明是落在4月4日（阴历二月二十三

日），也即是说，我会的春祭活动还比传

统的清明节提前两天举行。

	 春祭照旧分两头举行，一是在会

所设坛祭拜，一是到万礼骨灰答悼念	

先人。

	 为避免民众在祭拜时出现人潮聚集

现象，政府规定驾车到骨灰塔祭拜者必须

上网预约日期时间。这项任务，我会总务

敏华宗长早于3月19日就申请完成。

	 至于会所祭坛的布置摆设，今年由

金英宗长接手，往年这项工作都是由董事

金山宗长执行，但今年不巧身体欠安缺

席。金英宗长预早两天前已经在会所大厅

摆设完成祭坛，需要供奉的鲜花鲜果则由

秘书处协助。

	 4月2日清早6时30分，万礼骨灰答祭

拜小组成员，包括敏华、添丁、春荣与镇

嵘宗长就先后抵达会所，大家齐心合力把

准备好的器材、祭品、香烛与金银纸一一

装入车后出发，途中再

与钦华PBM宗长会合一

起前往万礼。

	 到达万礼后，大家

又一番忙碌卸下物品，

摆好香案，然后正式进

行祭祖仪式，最后在上

午10时打道回返会所。

	 在会所这边厢，春

华宗长父子一早就到达

会所，两人将糕点与三

牲装盒摆设在祭坛上，

摆设好的祭坛严肃庄

重，色彩缤纷，煞是好看。

	 随后，参与祭拜的董事陆续抵达，

主持仪式的道长也提早到场，为仪式做好

准备。上午10时30分，唢呐声宏亮响起,

意味着仪式正式开始。

	 今年的春祭活动仪式，改由第一副

会长钦华PBM宗长主持，这是因为会长健

龄宗长事务忙碌，分身乏术。

	 随后的第二轮仪式，大家则到户外

焚烧金银纸，两轮仪式进行时，众人都保

持一公尺的安全距离，面上也戴上口罩，

严守一切防范措施，确保大家平安。

	 由于不准堂食，仪式结束后，福利

主任锡义PBM、外事主任亚里连同春华宗

长，临时充当大厨，操刀切割三牲，再分

配食物与祭品给予参与活动的宗亲，场面

温馨欢愉。

	 在疫情影响下，虽然这次出席活动

人数受到限制，但活动成功举办，背后显

示的正是董事们的团队精神与分工合作的

力量。

公会活动

董事成员们戴上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在道长的指引下进行祭

祖仪式。

锡义PBM（左起）、春华与亚里宗长操刀，为大家分配祭品

与食物。

烈日当空，后辈们焚烧冥纸，袅袅青烟，表达对先辈的无限追

思与感恩。

在万礼骨灰塔进行祭祖仪式的，包括敏华（左起）、主祭钦华

PBM、添丁、镇嵘与春荣五位宗长。

祭祖仪式过后，董事们在会所前留影。

防疫措施不松懈
春祭仅限日间祭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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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于2021年4月4日召开常年会

员大会。这是疫情年之后，我

会在严密的防疫措施下、顺利召开的会员

大会。

	 尽管疫情有所趋缓，我会仍预先做

足安全防范措施，包括加长主席台，确

保出席者相隔一米，为他们登记和测量体	

温等。

	 依照惯例，每年的会员大会，会长

是当然的大会主席，但今年健龄PBM会长

与第一副会长钦华PBM，两位宗长都有事

务在身，所以由第二副会长义山BBM宗长

主持。

	 主席义山BBM宗长汇报了过去一年

比较重要的会务，包括第64届董事会名誉

顾问及其他成员的人事变动及我会会所增

设电梯的工作进展。

	 主席也提及疫情阻断措施之后，我

会恢复办公，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前三

次的董事双月会议，改为线上召开。

	 我会也配合政府在2020年6月5日，

于国会通过的租金减免法令，将恭锡路房

产的产业税回扣，加上政府补贴，全部

退还给租户，协助中小企业渡过冠病疫情	

难关。

	 过去一年，由于活动受到疫情限

制，我会的花费少了，盈余相对增加。出

席会员大会的宗亲表示，希望我会能善加

利用资金。他们的建议包括：将公会的部

分盈余捐作社会公益用途，如教育、医疗

等，借以提升公会的形象；支持本地的华

族文化与艺术团体；给予推广华文水平的

社团资金赞助。

	 也有宗亲认为，应该先照顾好会员

与其子女的福利，比如增加奖助学金得奖

名额与金额，才考虑参与其他的社会福利

工作；另外有宗亲认为，应先订下大家该

遵守的条规，才动用盈余赞助公益用途，

以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总务敏华宗长表示，我会将认真看

待所有的建议。他则期待未来的会所，

能有一层作为提供青少年补习、阅读与举

办活动的中心，借以栽培下一代的蔡氏	

领导。

	 主席在致词中，

不忘呼吁大家介绍有才

华、有能力的蔡氏青年

加入我会，使我会更加

壯大。

	 他也衷心感谢过

去一年、董事会所有成

员和会员宗亲在疫情笼

罩下，团结一致，排除

万难，使本会的会务与

一些传统节日活动，得

以继续顺利展开。

	 他说，第64届董

事会已领导公会迈入第

二个年头，他与团队都

会竭尽所能，确保会务

不因疫情的影响而停

顿，继续为济阳蔡氏公

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共有21位会员参

与了2021年的会员大

会。截至去年底，我会

共有790名会员。		

会员大会

总务敏华（左起）、主席义山BBM 和财政秋发三位宗长， 

联合主持2021年的会员大会。

和泰宗长（手持麦克风）对本会参与公益事业提出个人的见解。

会员仔细参阅2020年度会务与财务报告。

疫情年减少开销 
会员吁善用盈余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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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受到冠病疫情干扰，我会在6月

间完成一切法律程序手续，以

高于专业估价师的估价成交，顺利售出恭

锡路的房产。

	 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会是在得知有

集团看上恭锡路这个房产，再作市场调查

后，感觉对方建议的买价还属合理范围，

在信托人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决定售出。

售出的原因主要是房产审查时，常要维

修，费用奇大，而且房产的估价与租金的

收入，不成正比。

	 这个房产是位于余东旋街与恭锡路交

界，共有三层楼，我会把它外租出去，楼

下让人承包经营咖啡店，二楼与三楼则作

办公室、卡拉OK、武术馆及其他用途。

	 由于出售公会的房产事关重大，必须

根据章程由会员认可，我会于是在今年	

1月10日，紧急举行特别会员大会。

	 会议上，会员们热烈发言，以不同的

角度提出各种见解，在分析目前的租金受

益和每年的维修费用，对比了以该笔资金

再度置业的租金收益，结果获得94.4%的

出席会员通过，并在会议上，全权授权董

事会处理相关事宜。

	 紧接着，董事会再依据大会的决定，

紧急召开董事会会议，执行任务。1月18

日，我会即与买方签署初步意向书，随后

就委托我会法律顾问良兴的法律事务所全

权处理，最终完成所有法律程序。

	 2021年5月10日，在法律顾问良兴宗

长引导下，由我会信托人天宝博士DUBC	
JP	BBM，柳枝BBM（L）和锦淞BBM三
位宗长签署售卖合约。会长健龄PBM、
第一副会长钦华PBM、第二副会长义山

BBM与文教主任其明则在场见证；另一

位信托人涌海博士JP	BBM宗长当天因身

体不适，无法在

场，但较后另作

安排签署。签名

仪式是在我会会

所普中堂举行。	

	 6月3日，买

方正式缴来交易

费用，我会这个

房产交易事项，

经 历 七 个 月 时

日 ， 终 于 尘 埃	

落定。

	 不过，由于

眼前不急于进场

购买房产，这笔

房产资金暂时将

寄存在银行，董事会已成立置业小组，为

购置房产确定了大方向后，再物色恰当的

房产或进行投资，以确保公会能更好地为

宗亲服务与造福未来。

	 此次售出房产事宜，公会要向多方深

切表示致谢，即我会的四位信托人宗长，

出席特大的会员与大多数董事成员的认

同，因为大家的积极的参与及无私的配合

与贡献，最终才取得算是完美的结局。

虽受冠病疫情干扰
恭锡路房产正式出售

签约仪式

签约完成，大家在安全距离下来个大合照。前排左起柳枝、天宝、锦淞，后排左起良兴律师、健龄、义山、钦华与其明宗长。

在法律顾问良兴律师（左一）的引导下，三位产业信托人逐一签署
售卖合约。左二起：柳枝BBM（L）、天宝DUBC JP BBM与锦淞
BBM宗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