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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届（2017-2019）董事会正式产生
怡和轩2017年会员大会顺利举行

怡和轩2017年常年会员大会于6月24日顺利召开，大会通过了2016年度会务及审计报告。新一届董事

名单同日揭晓后进行复选，第48届（2017-2019）董事会正式产生。

会务顾问：蔡天宝   骆水兴   黄鸿美   谢万森

常务顾问：林清如

名誉主席：

黄祖耀 郑民川 李嘉兴 叶谋彬 柯宝国 周文忠 

林源利 吴学光 林春和 林 潼 陈远腾 张松声 

陈笃汉 李文龙 王如明 陆锦坤 何侨生 黄山忠

名誉董事：

王瑞生 王源河 李坤成 苏英民 洪宝兴 张文元 

林成基 陈帅池 黄章谊 卓有成 廖德能 林光景 

林谋铨 卓清桂 吴文国 吴添乐 郑秀福 陶耀建 

许福吉 陈立发 陈源金 魏钧扬 王勇冰 李崇海

主席：高允裕

前任主席：潘国驹

副主席：刘国华   杨松鹤   蔡振祥   白毅柏

总务：杨云仲    副总务：施 海

财政：云大明     副财政：林理明

文化组主任：南治国   副主任：谢声群

外事组主任：胡财辉  副主任：李秉

康乐组主任：何沁光   副主任：蔡瑞华

会员事务组主任：陈奕福  副主任：陈睦发

董事：谢连成   郭庭水   李瑞庆   黄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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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华 梁国鸿 吴育宗 郭瑞腾

李 泉 郑顺成 吴  津

高允鸿 李思亮 黄志泉

欢迎新会员



怡
和
动
态

YIHE SHIJI Issue 33  3

怡和轩等团体联合欢送陈晓东大使

2017年7月24日，怡和轩俱乐

部、陈嘉庚基金、陈嘉庚国际

学会、新中友协、南洋理工大学高

等研究所联合在新加坡丽晶酒店，

为即将离任的陈晓东大使伉俪举办

陈晓东大使伉俪（左六、七）与怡和轩同仁合影留念

高允裕主席代表怡和轩致词 陈晓东大使致谢辞

欢送晚宴。席间各团体主席或代表

先后致辞，怡和轩主席高允裕致辞

时指出，陈大使在任期间为促进两

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做出巨

大贡献，他祝福陈大使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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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亲善访问

2017年7月8日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发起人陈友信

先生、拿督张润安等一行人来访。新加坡陈嘉庚

基金副主席陈君宝、秘书蔡成宗、怡和轩常务顾问林

清如、副主席杨松鹤、白毅柏等亲临招待。宾主双方

先在怡和轩二楼进行交流，席间观赏马来西亚陈嘉

庚基金的活动录影、互赠书刊与纪念品后，参观新

加坡陈嘉庚基金设于怡和轩的先贤馆。当晚怡和轩

假 OCBC CENTRE 桃苑设宴招待。

左起：陈友信、陈君宝、林清如

左起：施 海、杨云仲、白毅柏、黄循营、蔡成宗、林清如、陈君宝、陈友信、张润安、陈玉聪、杨松鹤、胡财辉、南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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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世纪》创刊七年之庆
 怡和轩主席设宴答谢各界

8月18日，在怡和轩主席高允裕

先生提议并赞助下，《怡和世

纪》编委团队组织了一次怡和轩董

事、《怡和世纪》编委、作者及新

加坡文教、传媒界人士齐聚一堂的 

“怡和世纪，感谢有你”的晚宴。

晚宴筵开八席，参与者超出八十人，

高允裕主席代表怡和轩首先致辞，

对《怡和世纪》编委多年来的辛勤

工作表示赞赏，也对各界人士的参

与和支持表示感谢。《怡和世纪》

总编辑林清如答谢所有撰稿人，以

及一路来赞助刊物出版经费的各方

人士。报业控股华文媒体主管李慧

玲女士和全球汉诗总会会长朱添寿

先生分别致辞，从不同角度肯定了

《怡和世纪》在新加坡为传承华文

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参与晚宴的嘉

宾们互动频繁，其乐融融，为进一

步提升《怡和世纪》的编辑和编务

水准建言献策，也对《怡和世纪》

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期待。

高允裕主席致欢迎词

《怡和世纪》总编辑林清如致词 报业控股华文媒体主管李慧玲女士致词

怡和轩文化部主任南治国博士担任晚宴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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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世纪》编委
 坤甸与山口洋文化之旅

今年 8月21日至25日，《怡和

世纪》编委一行七人取道

雅加达前往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

（Pontianak）及小镇山口洋考察，

一路上怡和轩会友李先生盛情招

待。此行主要是想了解当地华人，

在历尽多次种族压迫的灾难后，怎

样在狭缝中求存，继续发扬华族文

化，竭力鼓励华人子弟学习中文。    

         山口洋人口总数20万，华人占了六

成，以客家人占多数。这里学生都

在政府学校求学，在下课后才赶

到华文补习学校上课。目前已有多

达3000学生在20多所补习学校学

中文，一行人参观了南华中小学华

文补习所和高杯山印华公学第二

分校，前者在市区，后者则建在乡

村里。

         回坤甸路上，一行人前往曼多瞻

仰万人坑，那是日本人在1942至

1945年期间，多次屠杀村民后的

埋尸处。到了坤甸，先参观竖立于

1930年的赤道纪念碑，然后拜访

2016年才正式开办的共同希望语

言学院。这是一所获得印尼教育

部承认的纯中文教学的学院，已有

近200名学生。一行人受到坤甸华

社人士的热情接待，更多报道请阅

《怡和世纪》33期。

位于山口洋郊区的高杯山印华公学第二分校，一行人为小朋友包了个小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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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市区的南华中小学华文补习所，一行人为热情的同学包了红包。

在万人坑听取讲解

与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创办人陈慧珍女士（前排右起四）及部分教职员、
学生合影

与西加孔教华社总会诸领导合影

十个万人坑之一

乡亲会的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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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董事同仁
访问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9月8-10日，怡和轩新一届董事

会董事成员由高允裕主席领

队，到马六甲进行了三天两夜的集

思营及文教考察活动。途中全体

成员参观了笨珍的培群独立中学，

受到了学校董事会、校长与学生的

热烈欢迎。高允裕主席在校方举

办的欢迎午宴上受邀致辞，有感

于马来西亚独立中学在逆境中自

筹经费、弘扬华教、自强不息的精

神，高主席当场宣布以个人名义捐

赠培群独立中学10万令吉，支持校

方为学生开展更多的课外活动。高

主席的义举得到了在场所有人士

的热烈掌声。

校董事会董事长林青赋（前排左三）、校长谢秀权女士（前排左四）等教职员工与怡和轩
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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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董事长林青赋设午宴招待来宾，高允裕主席在宴会上宣布以个人名义慨捐马币10万令吉，作为课外活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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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六甲集思
为怡和轩未来献计献策 

集思营在马六甲的惠胜酒店

举行，董事们分组讨论了怡

和轩的宗旨、愿景和工作计划及方

案，并分头呈现了各组的意见，为进

一步打造“独特”的怡和轩献计献

策，最后高主席做了总结呈辞，他

对董事们认真的付出表示感谢，也

相信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怡和轩

一定能开创新格局，达到新高度。

集思营之后，大家还参观了马六甲

的市区，包括郑和馆、青云亭和鸡

场街，并享用会友王培坤宴请的美

食，在返回新加坡的途中，还参观

了麻坡的善财爷庙。最后于10日 

下午5时左右顺利返回怡和轩。这

次集思营时间虽短，但董事们有

非常充分的时间互相接触，加深了

解，也有充足的机会为怡和轩的发

展交流想法，交换意见。总之，这

是一次成功且富有成效的集思营，

大家也期待怡和轩董事会将来仍

会定期举办类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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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及行程之外，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彼此珍惜着难得的相聚时光

本俱乐部会员陈达生先生在其位于马六甲鸡场街的郑和博物馆接待集思营一行，并亲自讲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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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讲座

2017年5月27日（星期六）下午，

由怡和轩俱乐部和南洋理工大

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一带一路”

系列讲座第六讲——《“一带一路”

国际经济合作最新趋势》，在怡和

轩俱乐部二楼大厅成功举办。本次

讲座邀请到中国丝路智库研究院首

席经济学家梁海明教授、印度尼赫

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东南亚

研究中心狄伯杰教授主讲，冯达旋

教授作为讲座主席，主持了活动。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是中

国大学在海外设立的第一

所分校。

2017年7月22日下午，怡和轩俱乐

部与陈嘉庚基金、陈嘉庚国际学

会、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等机

构，邀请该分校校长王瑞芳教授在

怡和轩二楼，以《厦门大学马来西

亚分校：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先

行者》为题，向听众讲解了校园建

设、人才建设以及学科建设情况，

分析了学校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讲座主持人为徐冠林教授。
右起：王瑞芳教授、徐冠林教授

左起：狄伯杰教授、冯达旋教授、梁海明教授 听众向主讲者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