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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三楼新设会客厅   
欢迎会员预定使用

自2017年9月起怡和轩秘书处搬

迁至阁楼办公，位于三楼的原

秘书处现已辟建为装潢舒适的会客

厅，具备招待客人设施，包括品茶以

及阅读等便利功能。欢迎会员与朋

友使用，请致电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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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会演变成为“穆斯林国” 
或“回教国”吗？

2017年11月3日，新加坡东南亚

尤索夫伊萨研究院资深访问研

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

研究院兼任教授廖建裕教授应怡和

轩邀请，在怡和轩以《印尼会演变成

为“穆斯林国”或“回教国”吗》为

题，发表专题演讲，主持人为本刊总

编辑林清如。

廖教授指出，回教徒众多的国家，实

施的总共有三种政治制度：世俗国、

穆斯林国和回教国。世俗国是指没

有立国教的国家，一有国教就不是

世俗国。穆斯林国是把回教立为国

教的国家，但仍沿用西方的法律制

度。回教国也称为伊斯兰国，立回

教为国教，施行回教法（沙里亚）。

印尼人口最多的是回教徒，占87%，

却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一个以

班查希拉五大原则立国的世俗国。

回教徒那么多，为什么印尼不会变

成一个回教国呢？那是有历史根源

讲座

的，因为印尼的回教徒与大家想象

的回教徒有很大差异。回教传入印

尼约在公元十四世纪，回教的迅速

传播只限于沿海一带，没深入内陆。

印尼回教徒至少可分为两种，一是

自由派（Abangan），一是保守派 

（Santri）。在回教传入以前，人民已

有原始的宗教信仰，再加上印度教

和佛教的影响，宗教已从各个层面

渗透进他们的生活里。

1945年苏卡诺以班查希拉(Pan-

casila)立国，指的五大原则，第一个

原则是信仰独一无二的上苍；第二

是文明与公正的人道主义；第三是

印尼统一；第四是以议会的协商方

式主导民主；第五是社会公平。

苏卡诺时代有几股政治势力，最

大的两股势力是右派军人和共产

党。1965年政变发生，苏卡诺倒下

了。苏哈多一上台，为了消灭左派就

利用宗教，与回教政党合作消灭印

共。后来发现回教势力正在扩充，

便改而用回班查希拉来压制回教

运动。

雅加达首长选举过后，政府已经有

点控制不住当地的局势，政治精英

一直玩回教游戏，培植回教，用回

教来削弱敌对势力。佐科于是断然

下手，颁布了“民间组织法”，宣布

回教极端组织为非法。值得欣慰的

是，两大回教组织都支持“民间组

织法”的颁布。（讲座的详细实录， 

请参阅《怡和世纪34》）

廖建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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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新加坡企业面对的 
税务问题

讲座

2017年12月8日，怡和轩文化组

在会所主办了一场以《全球化

时代新加坡企业面对的税务问题》

为题的讲座，听众踊跃。主讲嘉宾

是来自RSM会计服务所的高管许

佩云小姐与戴恩德先生，两位都是

对税务及风险咨询业务具有丰富

经验的财务专业人士。主持人为怡

和轩文化组副主任谢声群。

讲座主题围绕着跨国企业在新

一轮的国际税收协定下如何应对

不同国家的税务政策。主要内容涉

及：“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简

称BEPS）、BEPS对避免双重税收

协定的冲击、统一报告标准、生产

力及创新优惠计划、自动化辅助配

套、开发知识产权税务优惠计划、

境外收入的税法需知、新加坡税务

局关于应对诈骗和欺诈行为的建

议、共享经济税务指南等等。

在国际经合组织（OECD）的推

动下，各国签订了“税基侵蚀和利润

转移”准则。在这协约下，各国企业

必须遵守一个基本原则，即是“利

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

造地缴税”。在这协约实施以前，跨

国企业都会在符合各地法律的框架

内，利用各国的税务差异，人为地将

利润由高税率地区向低或零税率地

区转移，合法避税。

新加坡政府在2017年6月7日

签署了有关BEPS的税收协定的多

边公约。政府表示将根据多边公约

对68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行检

讨与修改。这举措可能会影响原先

所设定的避免双重税收的框架。

两位怡和轩董事，财务咨询林

理明与企业家郭庭水，在讲座会上

进行对谈，对于近期受到关注的我

国税收政策走势，与会众分享了他

们的预测与看法。

戴恩德

许佩云 右起：郭庭水、杨云仲、戴恩德、许佩云、谢声群、林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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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治国博士代表怡和轩
出席第三届人权文博国际研讨会

林少彬受邀出席横滨“证言集会”讲座

讲座

讲座

2017年11月27-29日，第三届人

权文博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南京

举办，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荷

兰、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18个国家的博物馆、纪念馆负责

人，及文博方面的专家学者近百人

参与了这次研讨会，共同探讨在新

的历史阶段，世界各国的博物馆、

纪念馆如何适应新时代，引导国民

正确了解历史、检讨历史、反思历

史，从而更好地反对战争、珍惜和

平和维护人权，并于11月29日达成

《南京宣言》。宣言呼吁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博物馆、纪念馆及相关

文博机构，二战历史及和平专家学

者，爱好和平的个人，以史为鉴，共

同致力于构建一个人人得享和平、

发展与尊严的美好家园。怡和轩俱

乐部董事、文化部主任南治国博士

12月8日是日本皇军发动太平洋

战争的日子，每年的这个时

候，横滨市民间和平团体“亚洲座谈

会横滨——证言集会”就会邀请来

自新马的二战受害者或遗族上台，讲

述铁蹄刺刀下的体验。2017年12月

8日，怡和轩会员、《怡和世纪》编委

林少彬先生以“九五惨案”遗族长孙

的身份，向一百多位来宾讲述皇军投

降后还在马六甲杀死人民委员（包括

其祖父）的史实，得到了全场30岁至 

80多岁来宾们的正面回馈和鼓励！

代表怡和轩出席了此次盛会，并做

了题为“怡和轩：一个创造、保留和

传承历史的俱乐部”的大会发言。

南博士的发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怡和轩资助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二、怡和轩是南洋抗日的大本营；

三、怡和轩是战后新加坡追索日本

赔款的主推手之一；四、怡和轩在记

录、整理历史和传承文化方面的新

实绩。在发言的最后，南博士也呼

吁与会的各国专家和学者不要忘记

二战期间在南洋有八百万华侨为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

不要忘记曾经有三千两百名南洋机

工壮别南洋奔赴滇缅战场，也不要

忘记在新加坡有一座立体的、鲜活

的、满是故事的集档案文物、展馆、

研究和出版于一体的怡和轩俱乐

部。南博士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的强

烈共鸣，也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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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筹交错 尽兴而归
温馨的“怡和之夜”联欢晚宴

2017年12月20日晚，怡和轩于

香格里拉岛屿宴会厅隆重举行

了一场温馨的“怡和之夜”会员联

欢晚宴。赴宴者主要是会员以及会

员家属，唯一特别嘉宾是中国驻新

使馆诸长官，包括大使馆临时代办

房新文、文化参赞阙小华、参赞兼

总领事王家荣、科技参赞王蓉芳以

及使馆的工作人员。

怡和轩主席高允裕先生在致词

中指出，第48届董事会自六月成立

迄今已半年，新一届董事会延续俱

乐部宗旨和愿景发展会务。这半年

来董事会对俱乐部的一些会务活动

做了改革，力求提高会员的福利，促

进大家的交流，当晚的宴会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怡和轩每三个礼拜

一次的聚餐也给会员们提供了交流

的机会，聚餐照旧进行，但是为了鼓

励更多会员参与，董事会决定聚餐

会从星期日改为星期三举行，这个

改变将从2018年1月开始。除此之

外，俱乐部也在三楼增设一个舒适

的会客室以供会员交流与消闲，装

修工程预计在2018年1月初完工。

希望会员们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

设施进行交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

方接待朋友。

高主席说：“除了继续丰富会

员的活动，回馈社会也是我们最

重要的宗旨，尤其在文化教育方

面。2008年怡和轩成立为期十年的

华文书籍奖，该奖面向特选中学，到

2018年就是原计划的最后一届。近

期董事会决定，再做多十年，坚持

鼓励学生学习华文以及华族文化。

谈到文化，这些年来，最让怡和轩

有成就感的，就是定期出版的《怡

和世纪》。这本刊物得到了本地文

化界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在此，我

宣布，原本一年三期的刊物，我们

将提升为季刊，一年四期。希望大

家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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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席接着宣布，2018年3月16

日，怡和轩将举办一场高尔夫慈善

球赛。球赛的一杆进洞奖是一辆劳

斯莱斯汽车，这将是新加坡的第一

次，也许也是世界的第一次。到时

候希望会员们和球友们踊跃参赛。

怡和轩一路来的各项活动都离

不开会员们的鼎力支持，除了以上提

到的，我们还会继续推动会务创新，

举办更多的活动，敬请各位留意。

宴会工委会主席白毅柏也致谢

词，感谢董事李瑞庆报效550份精

美茶具礼包，并特别感谢资深会员

吴皆佳先生赞助当晚幸运抽奖的十

份礼篮，以及董事会、筹委会成员

和秘书处的辛勤筹备。

怡和之夜联欢晚宴布置端庄隆

重，氛围轻松，菜肴重质不重量，宾

客在觥筹交错中度过了愉快且难忘

的一个夜晚。

怡和轩主席高允裕致辞 宴会工委会主席白毅柏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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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同舟人 • 蓝海新思路：2017”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晚宴暨第四届陈嘉庚精神奖颁奖典礼

自2014年起，马来西亚陈嘉庚

基金每年颁发陈嘉庚精神奖

予对中华文化与教育有特殊贡献

的人士或团体。2017年获奖者为南

方学院“署董”已故拿督陈联顺与 

“马大无语良师中心”，颁奖典礼于

2017年10月21日（星期六）晚上7时

正假新山南方大学智雅大礼堂举行。

当晚宴席获得11个团体单位协办与

联办支持，包括新山中华公会、南方

大学学院、新山福建会馆、柔佛潮州

八邑会馆、新山客家公会、新山海南

会馆、新山广肇会馆、新山中华总商

会、柔佛颍川陈氏公会、柔南流动小

商公会和新山发展华小工委会。当

晚筵开150席，共吸引了约1600人

出席共襄盛举。中国驻马特命全权

大使黄惠康博士担任晚宴主宾，基

金发起人之一拿督张润安为大会主

席，其他三位基金发起人陈凯希、

陈友信与林玉堂亦为大会贵宾。代

表怡和轩与新加坡陈嘉庚基金出席

者为林清如、蔡成宗、杨云仲、南治

国与胡财辉。

     会讯简报
怡和轩新一届董事自2017年7月接任以来，在会务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相约怡和轩晚宴

自2017年9月起，董事会决定会员携伴或朋友赴宴者需另外付费，旨在鼓励更多会员参与，利用定期的晚宴增进交

流，加深了解。由于周末多为家庭聚餐日或其他应酬的日子，董事会也决定，从2018年1月起，相约怡和轩晚宴改在

星期三晚上举行。

提高入会费

自2017年10月起，董事会决定把怡和轩入会费提高至1万元，以更好反映怡和轩的定位与品牌。

报刊挽词

长期以来怡和轩一直以全体会员的名义为会员、会员配偶及父母的丧事在早报刊登挽词，表示哀悼，不另向会员收

费。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以及早报收费的高涨，俱乐部每年用于刊登挽词的费用已经大幅增高，成为一笔不小的

开销。董事会慎重研讨后，决定自2018年1月起，只为会员本身或其配偶的丧事刊登挽词，以示吊唁；至于会员父母

的丧事，俱乐部将不再登报吊唁，而以敬献花圈的方式表达哀思。

总务
杨云仲

怡和轩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