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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次常年会员大会暨第四十三届董事会选举通告
启者：茲定于2015年2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时正，在登路97号潮州大

厦二楼义安文化室召开第八十一次常年会员大会，报告2014年度会务与财政状况
及选举查账员，同时开票选举本会馆第四十三届（2015年至2016年度）董事二
十六位。

若有提案，请您于大会前三天，具函寄交本会秘书处，便于编列议程，提
出讨论。今年恰逢第四十三届董事会选举，随函附上候选董事名单和选票，请您
于2015年2月28日中午12时之前，亲自到会馆或通过邮寄，把选票投入置放在会
馆的投票箱。

届时，敬请拨冗出席，共襄进行，是所至盼。

此致

全体会员公鉴

总务　陈辉明　谨启

2015年2月6日

附列议程：
1.	 主席致词
2.	 复准第八十次常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
3.	 2014年度会务报告
4.	 核准2014年度财政报告
5.	 委任2015年度审计公司
6.	 选举查账员两名
7.	 会员发表意见
8.	 茶会
9.	 开票选举

附件：第八十次常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及八十一次大会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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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第八十次常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

日期
时间
地点
出席者
主席
记录

上午10时，大会主席郭明忠会长宣布：由于出席人数未达法定要求，依章
程规定延迟半小时开会。直至10点30分，大会主席郭明忠会长宣布会议正式开
始。他首先感谢各位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出席今天的会员大会，并祝大家平
安、发财、身体健康。依照会议程序，进入大会议程：

1.	 复准第79次常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

	 众无异议，一致通过。由林凌提议，黄伟忠附议，记录在案。

2.	 审阅2013年度会务报告

	 总务陈辉明请大家审阅会务报告，会员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2.1	 会员张汉茂先生提出第39页第4条第3行“维铭”应改为“维铨”。

	 2.2	 会员郑伟光先生建议报告中的英文地址应该翻译成中文，比如第34
页第3条中的“Civil	 Service	 Club”应改为“公务员俱乐部（Civil	
Service	 Club）”；第4条中“Lucky	 Chinatown”改为“牛车水幸
运大厦（Lucky	 Chinatown）”；第7条中的“Kallang	 River”应改
为“加冷河（Kallang	River）”。

	 2.3	 会员谢汉俊先生提出第25页第13行“第二副总理”改为“第三副
	 	 总理”；第14行“第三副总理”改为“第四副总理”；将第16行“	
	 	 副英文书”删除。

	 总务陈辉明表示，会务报告有误之处，会纠正，并恳请大家原谅。

3.	 核准2013年度财政报告

	 财政吴佶财先生请大家审核2013年度财政报告。

	 众无异议，由郭治民提议，黄健聪附议，一致通过。

4.	 委任2014年度审计公司

	 郭明忠会长提议：委任信永中和（SHINEWING	 LLP）为本会2014年度审

计公司。

	 众无异议，由李钦如提议，吴中博附议，一致通过，记录在案。

：2014年2月23日（星期六）
：上午10时
：潮州大厦义安大礼堂
：会员44人
：郭明忠
：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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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员发表意见

	 5.1	 会员施兆华发言：2013年筹款300多万很好，但当年就花费67.9
万，所以还是要节省开支。

郭明忠会长回应：2013年支出有两项比较大，一个是筹款答谢晚
宴、另一个是秘书处职员的薪水。秘书处由原来的1位职员增加到4
位，所以薪水有所增加。去年举办的大型活动：84周年庆典联欢晚
宴，活动结算略有盈余。接下来的会务将办得更精彩、更好。今年
时逢“85周年庆”、同时主办“第8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和为期
11天、规模盛大的“潮州周”（后改为“潮州节”）。希望会员踊
跃参与。虽然举办这三项活动会有很大的支出，但会通过经营的手
法，回收投资。不但要继续保有这300万，而且还要让其增值。为
此将与财政、总务一道，严格把关，管理好会馆的财政。

　　5.2	 会员吴锦俊发言：20多年前乃至4年前，八邑会馆会长一直在宗乡
会馆联合总会担任副会长，并对各社团和谐做出许多贡献。但八邑
会馆会长现在仅是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普通董事而已。希望会长能
带领着会馆争回潮人原来的光荣。

郭明忠会长回应：以前本会会长任宗乡总会的副会长，然后任财
政，现在仅任董事。潮州人是新加坡第二大族群，对这样的现状，
本人与吴先生一样，也不满意。虽然以前有所谓的协议承诺，但
经过这些年的演变，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中华总商会等的配额制度
已有所改变。各团体也都会本着“任人唯贤”的原则选拔下一任会
长。如果潮社团体中拥有能够服众的乡贤，想要竞争这些总会的会
长或副会长，身为潮州八邑会馆的会长将给予全力支持。自己将竭
尽所能，为实现吴先生的宏愿而努力。在与其他社团交往中继续本
着“以和为贵”的原则，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升其他社团及组织
对本会馆的认同感。

	 5.3	 会议同意采纳会员的建议，明年编印《2014年度会务报告书》时，	
	 	 将照片改印成彩色的。

6.	 茶会

会议到此结束，郭明忠会长与大家共进自由餐，继续交流。并表示：希望
大家坦诚进言，非常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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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午马年新春团拜
2014年2月8日上午10时
30分，在潮州大厦义安
大礼堂举办马年新春团
拜联欢会，本会荣幸邀
请到卫生部长颜金勇先
生为是日主宾，并籍此
机会与各潮籍会馆以及
会员欢聚一堂，席开29
桌，共庆佳节。佳节庆
典除了提供自助餐，也
安排精彩的文娱表演。
联欢会司仪是林仰忠先
生。

全体董事上台给出席嘉宾拜年	

潮人一家亲，桌圆人也圆

潮人一路发，瑞狮齐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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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潮属社团联谊聚餐会
郭明忠会长自去年接棒潮州八邑会馆，以促进“潮人大团结”为使命，亲自
率领会馆董事拜访七邑和醉花林俱乐部，建立起联系。为巩固加强这种联
系，创立了定期交流联谊制度—“双月轮值聚餐”活动，今年开始实施，得
到各邑的热烈响应和鼎力支持，先后举办5次“潮属社团联谊聚餐会”。正
是通过这个交流平台，及时沟通信息，迅速作出反馈。“三庆活动”筹办初
期就注重吸纳七邑人才，特别是对潮州文化有兴趣及造诣的人才参与。通过
合作，增进彼此了解，建立起友谊，从而增强了潮社的凝聚力。

2.1	 澄海会馆于2014年1月24日（星期五）晚7时在大世界御宝轩酒楼举行第一
次“潮属社团联谊聚餐会”，本会馆由会长郭明忠、副会长蔡纪典、总务陈
辉明、财政吴佶财等代表出席。

2.2	 南洋普宁会馆于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晚7时在其会所举行第二次“潮
属社团联谊聚餐会”。本会馆由会长郭明忠，副会长杨应法、李长豪、吴木
兴，副总务陈荣贵，副财政郭绪泽，董事陈天荣、吴中博、陈申泉、林雍杰
等代表出席。

2.3	 揭阳会馆于2014年6月2日（星期一）晚7时在醉花林俱乐部举办第三次“潮
属社团联谊聚餐会”，本会会长郭明忠，董事陈天荣及总执行秘书林玉贤出
席了晚宴。

2.4	 潮安会馆承办的第四次“潮属社团联谊聚餐会”于2014年8月17日下午1时
正，在潮安会馆镜鸿堂举行。出席本次轮请的有：副会长拿督吴木兴，副交
际陈天荣，副财政郭绪泽，董事林雍杰。

2.5	 惠来同乡会于2014年10月31日（星期五）晚7时正在千禧楼举办第五次“潮
属社团联谊聚餐会”。本会馆由会长郭明忠、财政吴佶财、副交际陈天荣、
副交际吴令声、董事陈才群、董事林本煜六位代表出席。

经常沟通，促进和谐

相聚共欢,“我们都是潮州人”

“潮州人，家己人”

同为潮社，齐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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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习交流
3.1	 秘书处交流会

	 为全面、迅速地提升会馆管理水平及运作效率，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
上午10时，特邀中华总商会助理秘书长陈秀娟女士前来会馆分享其社团工作
经验及心得。陈秀娟助理秘书长介绍了中华总商会组织结构、运作流程。着
重介绍秘书处的分工及职责，使会馆秘书处成员对以商业模式运作的总商会
有了初步了解，从中受到启迪，在今后的实际工作加以借鉴。出席交流会的
有：财政吴佶财，秘书处林玉贤、李丽珠、关辉、周婷、彭家儒和詹秀音。	

3.2	 董事交流会

	 作为新加坡潮州社群的最高组织，潮州八邑会馆已走过85年的光辉历程，除
了要加强潮属社团的凝聚力，也希望与其他族群社团合作，共谋发展，进一
步提高会馆声誉。特此于2014年7月5日（星期六）上午10时，在义安董事
会议室举行“董事交流会”，诚邀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天宝先生
与董事们分享其丰富社团管理经验及心得。

	 蔡天宝先生认为加入会馆就是付出，要回馈社会，如果抱着索取的目的，肯
定会大失所望、得不偿失。在会馆有机会结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增长见
识，丰富阅历。目前所有会馆都面临如何吸纳年轻人的挑战，蔡会长认为会
馆的早期服务职能已被政府取代，吸引年轻人要多举办文体活动，组织寻根
考察团，放手让年轻人自己组织活动；另外董事间的和谐相处，多与年轻人
沟通也很重要，这样会增加亲和力。年轻人可以借助会馆的平台，与国内外
社团商会建立联系，建立及扩充自己的人脉。关于会馆企业化问题，蔡天宝
先生认为需要强有力秘书处带领。会馆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及经济实力
制定秘书处章程，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员少，直接影响到执行力度。关
于如何平衡社团与事业及家庭的提问，蔡先生回答：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
在多家组织任职，社团工作肯定会牺牲一些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所以需要得
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此外大家就如何与时俱进地发展会馆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

出席交流会的有：

郭明忠博士			蔡纪典先生				黄建铭先生				吴佶财先生				

郭绪泽先生			林本煜先生				沈锐钊先生				陈丽卿女士				

黄伟忠先生			陈俊文先生				陈才群先生				陈申泉先生

曾国和先生			吴铭耀先生				林凌先生							林宝兴先生		

辛松永先生			李为万先生				郑谦木先生				章凯毓小姐

马梓淳小姐			郑勇棉先生				沈茂強先生				黄思快先生

黄裕华先生			许伟宏先生				许泽贤先生				吴荣福先生				

郑友财先生			郑友兴先生				陈祥发先生				

9

二

零

一

四

年

度

会

务

简

报



会长郭明忠发言 副会长蔡纪典发言

会长郭明忠赠送纪念品给蔡天宝先生 分享心得的蔡天宝先生

董事们踊跃出席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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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庆活动
2014年本会馆举办了85周年庆、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及潮州节（以下
简称三庆活动），

4.1	 筹委会成员名单

	 4.1.1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筹备工作委员会名单

顾问团					 吴南祥、郭明忠、蔡纪典、杨应法、李长豪、
黄文丰、黄建铭、吴木兴、何奕鹏、蔡深江

	 	 主席　				 陈辉明　

	 	 署理主席	 陈荣贵		

	 	 主席助理	 周燕云

	 	 副主席	 曾建权

	 	 财政	 	 吴佶财

	 	 后勤组	 主任	 	 曾建权
	 	 	 	 执行主任	 林清辉
	 	 	 	 组员	 	 林凌、李耿镇、刘逸、黄锐团、黄小欢

陈丹柯、林樱楠、郑宏钊	

	 	 节目组	 主任	 	 郑良财
	 	 	 	 执行主任	 廖奕滨
	 	 	 	 组员	 	 陆玉娥

	 	 宣传组	 主任	 	 林本煜
	 	 	 	 执行主任	 马梓淳
	 	 	 	 组员	 	 林俊耀、林媛、陈源、肖鑫、翁伟、
	 	 	 	 	 	 柯冰冰	
	 	 秘书组	 主任	 	 陈申泉
	 	 	 	 执行主任	 郑勇棉
	 	 	 	 组员	 	 黄亮、黄朝群、吴龑、纪炜、陈鹏、
	 	 	 	 	 	 洪伟升、吕建宏

	 	 赞助组	 主任	 	 郭绪泽
	 	 	 	 执行主任	 林钦源
	 	 	 	 组员	 	 辛树仁

	 4.1.2	 85周年庆筹委会名单

	 	 主　席：黄建铭	 	 	 	

	 	 副主席：蔡纪典				杨应法				黄文丰	 	

	 	 财　政：吴佶财	 	 	 	

	 	 委　员：陈俊文				郭绪泽				郑浩川				黄伟忠				陈才群				蔡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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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潮州节筹委会名单

专业顾问	 文化民俗	 陈再藩

		 	 展场策划	 章凯毓、宋毅　　

		 	 品牌创意	 林少芬

	 	 主席　				 郭明忠　

	 	 署理主席	 李长豪、吴木兴

	 	 副主席	 吴中博、林雍杰

	 	 财政	 	 吴佶财

	 	 秘书	 	 章凯毓、沈茂強、黄朝群、詹卓嘉

	 	 开发招商	 主美食组	 陈天荣、黄建铭、许添福、	陈树生

	 	 	 	 书画组	 曾国和、洪云生、蔡焕庭、杨应群、
	 	 	 	 	 	 陈丽卿、曾广纬、陈克湛、黄朝群

	 	 	 	 木雕组	 陈克湛

	 	 	 	 戏曲组	 邹国荣

	 	 	 	 陶瓷组	 陈俊文、吴铭耀	 	

	 	 	 	 民俗组	 何奕凯、李志贤、林本煜、陈美华、	
	 	 	 	 	 	 翁泽峰

	 	 	 	 刺绣组	 郭绪泽

	 	 	 	 玉器组	 林雍杰

	 	 品牌推广	 会场策划	 林少芬、宋毅、章凯毓

	 	 	 	 会展宣传	 许思妮、章凯毓

	 	 	 	 演出节目	 章凯毓

	 	 	 	 品牌推行	 林少芬、林文斌、许思妮、章凯毓

	 	 现场管理	 会场	 	 吴木兴、林雍杰

	 	 	 	 会场布置	 章凯毓

	 	 	 	 会场管理	 沈茂強、詹卓嘉、黄朝群

	 	 	 	 会场安全	 吴令声、林宝兴、林本煜

	 	 财务管理	 财政与筹款	 吴木兴、林雍杰、蔡纪典

	 	 	 	 预算	 	 吴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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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三庆活动”报告

4.2.1	 潮州节

4.2.1.1	 潮州节概况

为期十二天的新加坡潮州节以“潮州人，家己人”为口号，完美演绎了一场潮汕
文化盛宴。盛大的潮州节已于2014年10月6日圆满落幕，12天里共吸引了超过10
万次人参观。吸引的众多参观者中不仅有离乡倍思亲的老人，也有稚气未脱的
孩童；有常听祖辈念叨却未有机会亲临家乡的80、90后；也有为寻根而来的60
、70后肩负传承使命的中年一辈。潮州节，为远离他乡的潮州人带来了家乡熟悉
的味道；为已到暮年的潮州老人带来了亲切的回忆，也为所有在新加坡的非潮籍
朋友和其他民族的友人带来了中国一脉相承的特色地域文化—潮汕文化。本次义
安城潮州节占地逾三万多平方英尺场地，共有20多家参展商。文化遗产，美食工
艺一应俱全。品正宗美食，观独特表演，赏精致工艺，活动现场还包括了名厨示
范烹调和丰富多彩的文创商品展销。潮州节用有限的场地为大家献上了无限的精
彩。

为期十二天的潮州节共吸引约10万人次，每天中央大舞台前都聚满人群观看来自潮汕的地道表演，观众们对
老少皆宜丰富多彩的节目反响热烈

参观者在入口处排起长龙，翘首期盼入场一览潮州节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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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潮州节筹备工作

八邑会馆筹备此次潮州节耗时一年之久，期间会长郭明忠博士亲自率团多次赴潮
汕考察，寻找优秀、独特的极富潮州文化的出展商家。访问团由八邑会馆董事、
七邑会馆代表、青年团代表等组成，精心制定考察路线，得到了潮汕当地政府、
社团组织和各商家的大力支持。在组织、宣传方面更是倾尽全力。宣传团队将潮
州人互相问候的“潮州人，家己人”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并从旋律中创意性地
延伸，制作了儿童篇、吉他男声篇、女声篇、情侣篇、合唱团篇、摇篮曲篇、弦
乐篇、爵士篇、军乐篇、魅力钢琴篇等十多个不同版本的短片。不仅让老一代潮
州人倍感亲切喜悦，也吸引得年轻人纷纷传唱。

抵达潮汕机场后，筹委会兴奋的等待前往考察地点，将分为美食、民俗、瓷器、戏曲、刺绣等考察小组分头
进行

出发前会长与筹委会负责人在樟宜机场讨论出访路线规划图

考察团在揭阳市小梅花艺术团演出大礼堂观看了精彩的潮剧表演，与演员们同台合影

康惠芳大师工作坊绣工聚精会神
的潮绣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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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潮汕机场后，筹委会兴奋的等待前往考察地
点，将分为美食、民俗、瓷器、戏曲、刺绣等考察
小组分头进行

品尝优中选优，名不虚传的阿彪蚝
烙，经过对比和多方面考虑确定阿
彪蚝烙进驻潮州节美食街

侨批馆反映了潮汕人过番历史，考察团在侨批馆了解到海外潮汕侨民是如何与家乡沟通的

吴炳炎大师亲自向团员介绍收藏的陶艺,	让考察团进一步了解陶艺
的艺术价值

考察团与外事侨务局负责人接洽，在运输、入关等
方面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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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开幕式

2014年9月25日，义安城潮州节正式拉开帷幕。27日举行了开幕
仪式，开幕式当天，本会馆荣幸地邀请到新加坡张志贤副总理担
任开幕式主宾，他赞扬了本次潮州节活动，不仅丰富了本地的多
元文化，促进了潮州人之间的凝聚力，也提高了大家对华族文化
特别是潮州文化的认识。大会主宾与本会会长、副会长等盖手印
制作潮州节纪念牌匾，吸引了众多观众，热闹非凡。

张志贤副总理与各邑会馆会长在潮州节牌匾上印手模留念

八邑会馆董事林雍杰先生向主宾介绍潮州节文化馆，讲解潮人过番历史

潮州节开幕式现场，会馆董事同与会贵宾热烈欢迎张志贤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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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丰富多彩的潮汕文化

整个展厅布置合理，尽可能的将最优秀的潮州文化展现给参观者。一入展馆呈现
眼前的文物馆，为参观者介绍了潮州八邑等地的风土人情、地理文化及潮人先辈
由艰难到辉煌的发迹史。传统工艺展馆包括了康惠芳大师的潮绣、辜柳希大师的
木雕、李炳炎大师的陶瓷及谢华徒弟的手拉壶、黄园油纸灯笼、泥人馆的大吴泥
塑示范制作及作品展卖。

最大最抢眼的中央大舞台，我们则留给了潮剧表演。12天里，揭阳市小梅花艺术
团一行25人应本会馆的邀请，在潮州节期间连续展演60场。演出场场爆满，观众
好评如潮。应邀演出的还有汕头市曲艺家协会艺术团一行20人，这群对外文化使
者所到之处，几乎都获得赞誉声和掌声。正当华侨经济合作试验区获批在汕头设
立之时出访演出，艺术团在把潮汕文化大餐及欢声笑语带给新加坡民众的同时，
也为新加坡与潮汕的对外文化交流添上了亮丽的一笔。

副总理尚达曼夫人对木雕深感兴趣，雕刻大师向其
讲解木雕工艺

文化馆地图，使部长王志豪先生对八邑区域有了更
加清晰深入的了解

林瑞生部长对刺绣深感兴趣，刺绣大师向其讲解

老人们观看到如此地道的潮剧表演，回忆并感受到
家乡的味道，喜上眉梢

林瑞生部长与会馆领导人在红头
船－潮汕侨民过番工具前合影留念

汕头曲艺家协会带来的精彩的相
声表演引得观众阵阵欢笑

小梅花艺术团的精彩潮剧表演，
眼神、动作到位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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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			舌尖盛宴

潮州节的美食盛宴更是不能不提，出展的每一个
商家都是经过董事们的一一试吃、对比挑选而
出。

本地与潮汕相结合，熟悉的本土味道与传统的外
来美食相互比较：本地老字号『泰茂栈』对比汕
头甜品之星『米琦』;『潮州建业酒家』卤鸭对比
『深利酒家』碳烤乳猪；另外还有本地知名食府
『汕头海鲜酒楼』与『醉花林品潮轩』展现风味
潮膳，让人流连忘返；『权记』百年老字号，吃
在嘴里的美味乡愁;	『阿彪蚝烙』让人赞不绝口，
『平平居』地道潮州粿花样繁多；陆羽古茶坊现
场示范功夫茶；黄亚细潮式肉骨茶及庆祥号潮式
腌制食品，真可谓是舌尖上的潮州盛宴。

地道的潮州美食引得众人前来品尝 潮州节现场，七邑绑粽子比赛如火如
荼

泰茂栈老制饼师傅现场示范制作豆沙饼 各邑会馆参加粽子比赛，得奖者会馆代表上台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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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茶点招待，各地书画大师齐聚一堂交流心得。

主宾黄循财先生、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先生同主办人于“孔雀花卉”前合影

一同欣赏徐悲鸿先生于新加坡绘制的六朝人诗意图

4.2.1.6			“传世珍蕴 • 笔墨潮心”	潮人藏画及优秀潮人书画联展

为了配合义安广场的潮州节，会馆也特意准备了书画展及陶瓷
展两个大型展览。2014年9月25日，主题为“传世珍蕴 • 笔墨潮
心”的新加坡潮人藏画及优秀潮人书画联展在醉花林俱乐部隆重
拉开帷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通讯及新闻部第二部长黄循
财先生主持了开幕仪式。此次画展自9月25日起至10月1日，为期
一周的书画美展吸引了许多本地及国外的书画收藏爱好者，得到
了各界的热烈支持，96%潮人书画成功卖出，传为画坛佳话！“
传世珍蕴 • 笔墨潮心”的主题既总结了中国水墨画源远流长的历
史，更融入了此次潮州节“潮州人，家己人”的口号。制作潮州
节纪念牌匾，吸引了众多观众，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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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华大师亲自向陈振泉政务部长介绍潮州手拉壶

原来陶瓷微书必须通过放大镜才能看清陶瓷上的细小文字

陈振泉部长于微书作品上题词，赠予作品展珍藏

4.2.1.7			“古韵焕采”陶瓷微书作品展暨手拉壶作品展

2014年9月28日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振泉
先生于为王芝文陶瓷微书作品展	 • 谢华潮州手拉壶作品展揭开序
幕。此次作品展自9月28日-10月3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办，为
期一周的作品展中，我们荣幸地邀请到王芝文大师和谢华大师亲
临潮州节现场，展出多件优秀作品，深受大众喜爱，广获好评，
并成功售出10余件珍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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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忠会长与国际事务组同声欢唱“潮州人，家己人”

八邑会馆董事们齐心协力，潮州节圆满落幕

4.2.1.8			圆满落幕

除了展览与销售，本次潮州节还增添了极富
特色的互动活动。贯穿一周的七邑粽子比赛
最终由揭阳会馆摘得桂冠。粽子比赛包紧了
潮人大团结的精神，串起了七邑一家亲的情
谊。巧借10月3日儿童节当日，我们还特别
组织了由SK赞助的上色比赛，活跃了当日
的节目氛围。原定于为期11天的潮州节，由
于感受到观众的高涨热情，延期一天结束，
在10月6日圆满落幕。

潮州节虽已结束，但潮州节引起的潮州热还
在人们心间回荡，潮州人，家己人，嘿呦嘿
呦的宣传曲也早已深入人心，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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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暨85周年庆

4.2.2.1			新加坡代表团争得举办权

“国际潮青联谊年会”自1999年创办首届
年会，至今已是第八届。在2012年第七届
国际潮青联谊年会上，新加坡代表团经过积
极申报和努力争取获得了2014年第八届国
际潮青联谊年会的举办权，从澳门潮州同乡
会手中接过会旗，并由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主办此届年会。年会已于2014年9月26日至
28日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圆满落幕，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青年团筹委会精心策
划、积极准备历时一年之久。此次大会的主
题为“汇聚狮城创新潮”。这一主题既涵盖
了本次年会在世界“花园城市”的新加坡举
行，又突出了潮青年会联系全球潮籍青年，
继承优良传统，传递乡情乡谊，发展各地经
济，弘扬潮汕文化的宗旨。

八邑会馆总务陈辉明先生在2012第七届国际联谊年会举办方手中接过会旗，完成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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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筹备

大会筹备初期，筹委会主席陈辉明先生
多次率团亲赴往年大会举办地，吸取大
会经验。2014年4月17日，访问团一行
多人访问了香港潮州会馆，向香港潮
青介绍大会的筹备进展及行程。17日
晚，赶到澳门访问澳门潮州同乡会，并
向第七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筹委会取
经，为办好本届年会做全面准备。18
－21日分别访问了珠海、深圳及潮汕
四市，向各地潮属社团介绍了筹备进展
及大会行程，同时邀请各地潮属团体来
新加坡参加年会。	

潮青筹委会赴澳门吸取大会经验 潮青筹委会秘书长向香港潮青介绍大会筹备进展及
行程

潮青筹委会观看大锣鼓演出，邀请其表演团赴新表
演为年会助阵

出访团所到之处均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给予
年会筹委会诸多宝贵经验与建议，并回应派出代表
团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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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抵新，与微笑大使们持欢迎标语合影

泰国潮州潮青代表团抵新于樟宜机场接机处合影留念

4.2.2.3			微笑大使年会接机

自2014年9月22日起，新加坡樟宜机场接机
场汇集了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他们身
着桃红色上衣，手持欢迎标语，欣喜地企盼
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航班，他们就是八邑会馆
为本次年会挑选出的“微笑大使”。目的是
为了让与会人员在一下飞机步入新加坡的第
一站就能感受到狮城青年的热忱与友好，感
受花园城市的亲切与融洽。

此次年会共有百多位“微笑大使”，他们有
许多是来自潮汕的留学生，而部分是会讲潮
州话的新加坡高校学生，与会者虽置身异国
也可以用家乡话与他们交流沟通。华语，潮
语，英语，这群优秀的大使将狮城青年的语
言能力展示得淋漓尽致，在三天的大会期
间，他们遍布各个与会场所，为与会者提供
了诸多引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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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			85周年庆暨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开幕式

26日晚，年会开幕仪式与新加坡潮州八邑
会馆85周年庆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同时举
行。此次周年庆适逢会馆每五年一次的大
庆，副会长黄建铭先生作为85周年筹委会
的大会主席用丰富的餐饮行业经验将此次
年会举办得有声有色，别具特点。筹委会
集人力物力财力为85周年庆特别制作的
《狮城潮商访谈录》内容丰富，以访谈形
式，集合了各个会馆杰出人物集合了他们
的成功之路，经验分享，取到激励今人，
启迪后辈，共振潮汕风貌的效果。受到了
各界人士的好评，富有收藏价值。在晚宴
当晚与潮青纪念特刊一同作为礼物赠送给
出席者。

潮青联谊年会首次在新加坡举办，八邑会
馆能获得主办权是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对本
会馆的信任也是给本会馆最好的生日礼
物。八邑会馆犹如一叶小舟在历史长河中
起起伏伏，又如一个泉眼，源源不断地为
新加坡注入着潮州文化。本次年会有幸邀
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潮人庆生，是百年难
遇的机会，会馆全体人员为能作为主办方
参与盛会倍感荣幸。晚宴当天，几千人的
会场有条不紊地进行，来自加拿大、美
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各地及港澳台
等地全球76个潮籍青年代表团、各潮团领
袖、政商名流等相聚狮城，加上新加坡本
地的潮籍青年团代表及新加坡各个社团代
表，共3000多人出席了晚宴。

三千余名来自海内外的潮州人欢聚一堂为本会
庆生，盛况空前

富有珍藏价值的第八届国际潮青纪念特刊与特
刊题词册及85周年纪念特刊一同赠送与会嘉宾

潮州主要会馆领导人与大会主宾同台切蛋糕送祝福，浓浓的乡情串起了潮州人家己人的团结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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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先生担任开幕式主
宾，连同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会长郭明忠
先生、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主席陈辉
明先生、香港食物及卫生部部长，国际潮
青联合会永远会长高永文先生，香港潮属
社团总会主席、国际潮青联合会永远会长
陈幼南先生和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永远荣
誉会长、国际潮青联合会会长吴南祥为大
会主持了开幕仪式。

王瑞杰在致辞中向潮汕乡亲们致以诚挚祝
贺和美好祝愿。他赞扬潮人刻苦耐劳、团
结互助的优良品德及勤劳踏实、勇于开拓
的奉献精神，希望新一代潮籍青年把握好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的机会，加强各
地潮籍青年交流，博采各家之长，一起探
索出新的发展思维与路径。

当晚，美丽的圣淘沙名胜世界潮音绕梁，
乡情洋溢，为嘉宾呈现了一场以潮人过番
拼搏，体现潮汕风情和潮人精神的演出。
演出以一场名为“潮”的大型舞台剧缓缓
拉开帷幕，这长达一小时的特备表演由著
名广告人林少芬策划，新加坡青年艺术家
奖得主林振发导演，叙述从60年代至今，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不同世代潮人家
乡情怀的演变。演出更穿插了潮剧、潮人
习俗、潮州剪纸及潮语相声等表演，展现
了丰富且深厚的潮汕文化。

歌手许美静一曲“城里的月光”勾起了与会
人员深深的思乡之情

长达一小时的特备表演，运用灯光舞台效果，串
联起一段精彩的潮人过番故事

主宾王瑞杰部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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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5			与会人员参加潮州节开幕式

27日上午与会嘉宾在义安广场参加了新
加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潮人活动“新
加坡潮州节”的开幕式。潮州节是本会
为配合潮青联谊年会的召开，精心打造
为期12天的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大型的潮
州文化节。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
筹部部长及内政部部长张志贤、中国驻
新加坡大使段洁龙出席开幕式。推出各
项大型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民众体
验地道的潮汕文化艺术。

潮青与会人员出席潮州节开幕式，与本地潮州人一起感受这一盛大活动带来的乡音、乡思与乡情

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部长及内政部部长张志贤、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段洁龙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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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6			荟萃英才的国际潮州青年论坛

27日下午，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
的重要活动之一-国际潮州青年论坛召
开。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防
部第二部长陈振声为年会青年论坛致开
幕词，并与观众交流青年一代所共同关
心的话题。新加坡杰出企业家钟声坚先
生、凤凰卫视名嘴王鲁湘教授、以及国
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企业博
士分别从企业家、文化学者和经济学者
的不同视角，阐述和剖析潮汕精神文化
的精髓。新加坡华文报集团总编辑林任
君先生携手演讲嘉宾深入探讨观众感兴
趣的话题。

主讲嘉宾	—	凤凰卫视名嘴王鲁湘教授

部长陈振声与台下听众近距离互动，整个论坛气氛
活跃、生动有趣引发诸多共鸣

主讲嘉宾	—	国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企业
博士

林任君先生与主讲嘉宾携手把论坛推向高潮

四位主讲嘉宾与听众密切互动，进行开放式问答，听众们踊跃提问，从不同视角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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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仔细聆听并记录演讲内容

深圳市饶平商会会长谢学源先生赠予潮青联谊年会巨幅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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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7			圆满落幕

27日晚，大会在新加坡圣淘沙环球影城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闭幕仪式。新加坡贸易
与工业部政务部长兼东北区市长张思乐先生为大会主持闭幕仪式。闭幕仪式上宣
布了下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将会在中国天津举行，闭幕当晚以街头派对方式让与
会代表载歌载舞、尽情欢乐，最后，在姹紫嫣红的烟火绽放中第八届国际潮青联
谊年会落下帷幕。

此次三庆活动，八邑会馆可谓倾尽全力，其他七邑会馆及联办单位也是各尽其
力，鼎力相助。弘扬了潮汕文化，加强了潮社间的凝聚力。为了使具如此意义的
文化活动传承下去，会馆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潮州节，让潮州文化代代相传，一
脉相承。

辛勤付出的微笑大使们在闭幕式乐聚一堂

舞狮队登高打出本届潮青标语“汇聚狮城创新潮”
，部长及大会主席持标语合影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大会主席陈辉明先生闭幕
式致辞，感谢所有与会人员对大会的支持，宣布此
次大会圆满落幕

主宾张思乐部长莅临圣淘沙环球影城——潮青闭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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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三庆活动的意义

4.2.3.1			对会馆本身的贡献

提高了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在本地、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树立起全新的与时
俱进的社团形象。三庆联办可谓是会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极具历史价值的活
动，为会馆积累了众多宝贵经验，建立了良好的社团关系网，可谓实现了人脉、
地脉和文脉的和谐统一。而最直接的反映则是新会员的吸纳，据统计，自三庆活
动筹办以来到活动结束，共吸纳新会员数与2013年同期相比多出整百位，扩大了
会馆基层组织结构。更让人欣喜的是新会员趋于年轻化，足以证明我们的三庆活
动改变了年轻一代对会馆的陈旧认识，他们体会到了会馆欣欣向荣的朝气，为会
馆注入了新鲜血液。

李氏基金重要来宾李成智夫人与潮州节负责人于承载了85周年历史的八邑会馆牌匾下合影，她祝愿新加坡各
社团机构与时俱进，越走越远。

潮州节将“潮州人,	家己人”和代表八邑团结的红桃粿标志深深烙印在八邑会馆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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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对华族社会的贡献

此次三庆活动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创
新，对华族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在传
播华族文化、维系促进华人社团关系等
各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次活动
的筹备过程中，潮州八邑及海内海外来
自各方的潮人都各尽所能、团结一致、
卯足全力来把事情做好。大家从浩瀚丰
富的潮汕文化中汲取了很大的能量和元
素，然后无私地分享给所有海内海外的
朋友，感染了更多的族群和社团互相学
习、互相观摩，乐在其中。

小梅花艺术团展示魅力潮剧

潮州人的大好日子，就算行动不便也要来支持一下

佘有进先生后代参观潮州节，赞扬了后辈为传承潮
汕文化所做出的努力与不忘本的精神

老人们听到地道的潮剧，发自内心的给与表演者掌
声

2010年2月2日	捷星航空率先开通了新加波直飞汕头
的空中航线，极大的便利了新汕两地联系。与捷星
总裁商谈赞助事宜，得到大力支持。此次潮州节得
到了各界人士、企业、机构的赞助，使我们信心倍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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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		对传统文化的贡献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文化影响一个人，甚
至一个民族。文化之于生活，文化之于教化。传统文化是祖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
粮食，或有百年、或有千年，浑厚而独特，源远而流长。俗话说“有潮水的地
方就有潮汕人”-潮汕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如泰国、新加坡、柬埔寨等东南亚国
家以及远至欧洲北美洲等地，正所谓“本地一个潮汕，海外一潮汕，海内又一潮
汕”。潮汕话作为潮汕人的“母语”，	维系感情的纽带，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
尤其在异域他乡，乡音相同，胜似“胶地人”（自己人）。本次潮州节短片，「
潮州人，家己人，嘿呦嘿呦！」由本地广告才女林少芬女士精心策划，融合了美
国著名民谣Jambalaya的旋律和潮州方言俗语	 “潮州人，家己人”，每段录像针
对不同年龄层，有童声版、男生版、典奏版和女声版十二个不同版本，亲切又不
失传统韵味。潮汕话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继承与传承了潮汕地区千年的传统文
化，祖祖辈辈薪火相传，缔造了独具一方的潮汕风情。如潮乐、潮剧。潮剧是中
国十大剧种之一，广东三大剧种之一，有“南国奇葩”的美誉。作为一种独特的
地方文化戏曲，潮剧用潮汕话来演绎。其实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更是
一种文化，一种足以体现一方水土民风的潮汕传统文化。本次三庆活动，邀请到
的小梅花艺术团、汕头曲艺家协会及大锣鼓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折子戏、潮剧表演
等让非潮籍人士听了一种方音；赏了一种文艺；品了一段潮韵，感了一番潮州
情，让潮籍人士回忆了一段乡情，品味了一段历史，欣赏了文化传承的魅力。

潮州节短片共有12个版本，林少芬女士将此12个版本融汇贯通，却也各具特色，满足了不同年龄层不同欣赏
角度的群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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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			东方价值观的传播

东方价值观的核心在于忠孝仁义。潮汕文化融忠孝于文化，融仁义于礼节，世代
传承。最显而易见的便是潮汕传统文化中所表现出的重人伦、重亲情、团结友
爱、努力拼搏、互助友爱、勤劳朴实、敢于开拓、勇于进取、富有冒险、仁至慈
爱的文化精神。本次三庆活动中，85周年晚宴暨潮青开幕式当晚精心编排特备表
演舞台剧以祖孙关系为主轴，以回忆式叙述为呈现方式，将潮汕文化与忠孝仁义
相结合，配以优美的舞台效果展示观众，令人难忘。潮州节活动中，我们精心制
作了具有收藏价值的纯金《弟子规》展卖，《弟子规》是中国一部杰出的儒家经
典，凝聚了前人的道德理性、涵盖了悠久的文化内涵，是东方价值观的基石，是
东方文学的经典。

世界杰出青年获奖者沈炜骏 张志贤副总理为纯金的弟子规签名

郑惠玉:“我也是潮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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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5			促进种族和谐

新加坡是多元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多元文化的国家。新
加坡的多元体现在种族的多元化，而中华文化的多元则体
现在民族的多元。此次潮州节不仅吸引了华人，也吸引了
各个种族人士驻足参观、品尝美食，潮汕文化作为一种独
特的具有融合性的汉族文化，既融入了少数民族的特点也
继承了汉族的传统，使各族人民惊叹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
精深的同时从各方面体验并领略了潮汕文化。为配合人
潮，我们聘请了各种族学生作为潮州节义工，给每一位想
参与此次活动的学生、义工以平等机会，也便于为各种族
参观者提供服务。

4.2.3.6			协助新移民融入

从移民社会到独立国家，会馆在新加坡建立自身国家意识
和文化认同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1世纪的宗乡会
馆要与时俱进，为国家社会发展，经济、文化建设贡献新
的力量。本次三庆活动在各与会场所和活动场地都设立了
吸纳新会员柜台，鼓励新移民加入会馆，协助他们更好的
融入新家庭。

文化馆吸引参观者仔细品读潮人过番历史

潮州节吸引了各个族群的参观者前来了解华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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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7			对其他会馆和总会的影响

协助有关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活动，提高公众对华族语文、文化和传统的
认识的宗旨。从活动筹备初期到活动结束，整个过程中与七邑会馆、醉花林俱乐
部、及各宗乡会馆积极配合，得到了他们诸多人力、物力及财力的支持。我们相
信通过此次三庆活动，在以后的各项活动中，各会馆将能够更加融洽的合作，促
进潮人大团结。

筹备期间，本会馆董事拜访醉花林俱乐部汇报三庆活动进展

本会馆董事拜访普宁会馆，同席共宴，开怀畅饮，祝愿三庆活动顺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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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8			提倡会馆青年活动

三庆活动是潮人的活动，更是青年的
活动。潮青联谊年会筹委会主要由八
邑会馆青年团组成，在主席陈辉明先
生的带领下，整个筹委会平均年龄三
十初，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历时一年
之久筹备此次活动。招募的微笑大使
更为年轻，以留学生为主，平均年龄
二十岁初，为在新留学的潮州学生提
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此次潮州节负
责团体主要由八邑会馆新潮留组成，
他们或为刚刚毕业的留学生或为在读
学生，挤出时间投入到活动中，相似
情况的还有我们招募的义工，十多天
的活动虽累尤荣，相信定会为他们带
来一次别样体验。

青年代表身穿潮州节T恤，手持入门券为潮州
节做宣传

潮青与会人员向我们热情的微笑大使竖起大拇指，夸
赞她们工作态度

我们坚信两年后新一届的潮州节定会再创高峰，吸引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其盛，希望这一活动能够像不变的潮州
情一样届届相传，越办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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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特别董事会通过三庆活动预算开支，现将三庆活动实际收支报告如下：

	 4.3.1	 85周年庆收支报告

注明：表中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12月8日。

明细 金额	(S$)

收入	Revenue	:

已收赞助	Sponsorships/Donations-received	 861,980	

应收赞助	Sponsorships/Donations-receivable		 50,000	

晚宴收入（特别嘉宾赞助）Sponsorships-VIP	table	sales 116,822

晚宴收入	Anniversary	Dinner	Receipts 29,477

总收入	Total	Revenue　 1,058,280

毛利	Gross	Profit 1,058,280

支出	Expenditures:

宣传费	Advertisement	/	Magazine	Advert	comm 30,410

舞台设置	Backdrop/Stage 22,500

品牌设计	Brand	Concept-10AM 10,600

特刊费用	Commemorative	Book	costs 33,000

特刊设计费用	Design	Fees	(books/cards/lanyards) 13,479

晚宴费用	Dinner	Costs 334,979

庆典管理费	Event	Management	/	Costs 108,317	

灯光/音响系统	Lighting/Sound	System	 98,250	

撰稿费	Magazine	(write-up/design/printing)　 12,470

人事费	Manpower	(insurance/tips/wages) 1,877	

杂费	Miscellaneous 1,854	

表演者费用	Performance	Fee 63,600

音像效果制作	Ambience	Music/Music	Production	 18,472

印刷费	Printing	(Books	/cards/tickets)	 10,780

总支出	Total	Expenditures 760,587

盈余	Surplus	/（亏损）(Deficit) 29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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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收支报告

注明：表中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12月8日。

明细 金额	(S$)

收入	Revenue	:

报名费	Registration	fee	 132,466		

已收赞助	Sponsorships/Donations			 770,700		

应收赞助	Sponsorships/Donations	 20,000	

政府补贴	Government	Grant	 65,000	

总收入	Total	Revenue　 988,166	

毛利	Gross	Profit 988,166	

支出	Expenditures:

开幕式费用　
Opening	ceremony	

开幕式晚宴 3,519	

开幕式舞台音响,	摄像,	银幕
及灯光等设备

162,125	

开幕式会场装饰,	花卉 2,980	

开幕式表演、舞台设计与布景 89,017	

闭幕式费用	Closing	ceremony	 闭幕式晚宴 167,050	

研讨会／秘书长会议
研讨会,	论坛,	会议 245,765	

早餐会议音响设备 48,466

交通费	Transportation 机场至酒店	接送 62,506

行政费用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大会文件资料印制 47,943

大会公文袋/文件夹 14,370

大会纪念品 24,000

大会出席名片夹及卡片 20,400

三天活动管理 70,462

宣传费用
Publication	Expenses	

活动网站制作 3,200

平面媒体设计 32,960

Logo设计 11,230

特刊及活动报告制作 126,549		

刊登报纸杂志 29,812	

海内外拜访宣传 41,181	

视频录像与摄影 15,000		

后勤费用	Logistic	Expenses	 机场服务台 17,865	

工作人员津贴
Staff	Allowances		

招待员

12,455	迎宾服务人员

保安人员

杂费Miscellaneous 工作人员名片,电脑等 3,181	

总支出	Total	Expenditures 1,252,037	

盈余	Surplus	/（亏损）(Deficit) (26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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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潮州节收支报告

注明：表中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12月8日。

明细 金额	(S$)

收入	Revenue	:
摊位销售收入	Sales 3,596,673
成本：佣金	COS-commission	 2,231,991	
成本：材料	COS-material	 258,579	

毛利	Gross	Profit 1,106,103
已收赞助	Sponsorships/Donations 457,475	
应收赞助	Sponsorships/Donations 303,221	
票券销售	Entrance	tickets	sales/unused	ticket	　 234,075	

总收入Total	Income 2,100,874	
支出	Expenditures:

酒店入宿费	Accomodation	 121,364	
机票	Air	tickets	 108,221	
视频录像设备	Audio/visualEquipments	 108,500	
品牌设计	Brand	Concept-10AM 286,926	
专业咨询／撰稿费	Consultancy/Content/	Copywriting 40,241	
司仪	Emcee	 5,400
器材设备	Equipments	 85,802	
庆典管理费	Event	Management	fees		 70,000	
废气，废水处理费	Exhaust,	water	waste 23,100
展览室内设计	Exhibition	interior	design 65,790
货物运输费	Freight	charges 16,735
平面设计	Graphic	design 40,300
保险费	Insurance 18.580
展厅内部搭建	Interior	Set	up 304,110
许可证费	Licensing 22,341
人事费	Manpower 95,628
宣传费	Media	Buy 246,798
杂费	Miscellaneous 54,145
开幕费用	Opening	ceremony	　 3,863	
包装费	Packaging	 60,250	
表演者费用	Performance	 142,803		
摄影费	Photography	 30,420	
印刷费	Printing		 109,932	
租金	Rental		 195,527	
保安费	Security 39,360
网站媒体	Social	Media	 30,000
搭篷－义安广场	Tentage-Ngee	Ann 341,280
潮州大师烹饪费用	Teochew	Culinary	Masterclass 1,750
运输费	Transportation 48,564
电视/收音机广播制作费	TVC/Radio	production 104,924
制服	Uniform 20,000
公用和卫生费用	Utilities	and	Sanitary 46,020

总支出	Total	Expenditures 	2,888,673	
盈余	Surplus	/（亏损）(Deficit) (78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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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金额	(S$)

1 郭明忠	 100,000	

2 钟木坡	 50,000	

3 唐逸刚	 50,000		

4 陈图清 50,000		

5 杨应法/杨应群 50,000	

6 张建安　 50,000		

7 蓝楚汉	 40,000	

8 吴福泰		 33,333	

9 林雍杰	 30,000		

10 蔡纪典 30,000			

11 吴木兴 30,000		

12 黄伟忠	 30,000		

13 黄南德	 30,000			

14 王振强		 30,000			

15 林镇成 20,000		

16 曾建权 20,000

17 李为万 20,000

18 黄海庆 20,000

19 黄锡海 20,000

20 陈俊文 20,000

21 吴佶财 20,000

22 许伟明 20,000

23 周华盛	 16,667

24 谢楚明 10,000

25 陈喜南　 10,000	

26 吴皆佳	 10,000

27 辛松永	 10,000		

28 蓉子女士	 10,000	

29 林继民		 6,000	

30 洪少民	 5,000	

31 翁烈强 5,000

32 钟廷基	 3,000

4.4	 “三庆活动”捐款芳名录

	 4.4.1	 85周年庆捐款芳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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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统计数据包括消费税，截至2014年12月8日。

序号 姓名 金额	(S$)

1 李丽玲（会长郭明忠夫人）	 20,000	

2 黄建铭	 15,000

3 面包物语 10,000		

4 郭绪泽 10,000		

5 黄文丰 10,000	

6 郭观华　 10,000		

7 张仰兴	 10,000	

8 廖锡辉		 10,000	

9 黄裕翔/黄裕桂 10,000		

10 潘耀泉 5,000			

11 梁加良 5,000		

12 郑谦木	 5,000

13 杨荣基 5,000			

		 125,000				

姓名 金额	(S$)

黄建铭报效庆功宴及纪念品费用	 5,200	

陈辉明报效领带95条 1,078

	 	 买桌	VIP	table	sales

	 	 报效／赞助

序号 姓名 金额	(S$)

33 许雪卿 2,000

34 曾继陞 2,000

35 林惠海 2,000

36 周景锐 2,000

37 王源河 1,000

38 蔡权海 1,000

39 刘潮湘 1,000

40 陈绍木 600

41 杨木腾 500

42 杨传树 500

43 邱耀兴 200

44 温州会馆 100

86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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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金额	(S$)

1 义安公司	 100,000	

2 郭明忠	 100,000

3 唐逸刚	 100,000

4 吴南祥 100,000	

5 吴福泰 30,000	

6 蓝楚汉　 33,333

7 陈辉明	 30,000	

8 黄榕城			 30,000	

9 郑汉明		 30,000		

10 黄澍新 30,000			

11 陈才雄	 30,000		

12 赵利生		 30,000		

13 吴开松		 20,000			

14 陈少荣		 20,000			

15 陈健辉 20,000		

16 佘桂锡 20,000

17 吴木棠 20,000

18 周华盛	 16,667	

19 谢楚明 9,000

20 赖金存 1,000

21 陈绍木 700

770,700	

	 4.4.2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捐款芳名录

注：表中统计数据包括消费税，截至2014年12月8日。

姓名 金额	(S$)

陈辉明报效庆功宴、车费等	 6,745	

吴南祥赞助汕头文化艺术学校
（潮州大锣鼓）33人往返机票

22,968

	 	 报效／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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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金额	(S$)

1 郭明忠	 100,000	

2 蔡纪典	 100,000		

3 唐逸刚	 50,000	

4 陈传德 50,000		

5 吴福泰 33,333

6 蓝楚汉　 30,000	

7 百美超市	 20,000	

8 周华盛				 16,667	

9 大食代		 12,757	

10 谢楚明 9,000				

11 汕头海鲜	 3,465	

12 深利美食馆		 2,894			

13 醉花林品潮轩		 2,431	

14 陆羽古茶坊		 1,000	

15 陈绍木 700		

16 揭阳潮乐团 600	

432,846	

	 4.4.3	 潮州节捐款芳名录

注：表中统计数据包括消费税，截至2014年12月8日。

姓名 金额	(S$)

郭明忠会长报效庆功宴费用	 8,547		

沈茂強报效货仓存库费用 7,600

姓名 金额	(S$)

国家文物局补贴	 25,000	

	 	 报效／赞助

	 	 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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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教组活动
5.1	 书画交流雅集

5.1.1	 第101次“书画交流雅集”于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下午3时
正，在面包物语国际企业总部9楼举行。本会再度邀请著名书法家
薛振传先生主讲“星洲匾额101”。他介绍以下几块名匾：李健
题“潮州八邑会馆”、徐悲鸿题“海印寺”、黄培松题“江夏堂”
、黄仙舟题“勤慎诚正”、高学修赠“醉花林”及潘受题“华裔
馆”。

5.1.2	 第102次“书画交流雅集”于2014年5月25日（星期日）下午3时
正，在面包物语国际企业总部9楼举行。此次雅集与狮城书法篆刻
会联办，特邀沈观汉先生向大家讲解草书，内容包括草书源流和草
书写法，沈先生也现场挥毫示范。近50名书画爱好者出席了交流活
动。

5.1.3	 第103次“书画交流雅集”于2014年7月27日（星期日）下午3时
正，在面包物语国际企业总部9楼举行。此次雅集非常荣幸与狮城
书法篆刻会联办，再次邀请沈观汉先生向大家讲解草书，内容包括
草书源流和草书写法二，沈先生也在现场挥毫示范。

5.1.4	 第104次“书画交流雅集”于2014年11月30日（星期日）下午3时
正，在面包物语国际企业总部9楼举行。此次雅集再次邀请狮城书
法篆刻会顾问、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审薛振传先生向大家介绍“非
常书法”又名“XO书法”。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促进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的交流、增进了友谊，同时也
培养年轻人对书画的兴趣，共同弘扬中国传统书画艺术。

5.2	 人民协会与本会馆于2014年11月15日中午12时在百胜楼联办“百盛邻里
嘉年华会”，吕德耀部长和副会长蔡纪典先生主持仪式。此次“百盛邻里
嘉年华会”活动为期两天，活动期间八邑文教委员会副主席陈丽卿女士率
领书画家到场挥毫、绘画，并且与参观者有多样的互动，给现场小朋友提
供免费的书画指导，吸引了众多会员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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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潮语专题班

本年度共办5期潮语专题班，其中3期初级班、2期中级班，每班人数介于
10－20人。

5.4	 新潮留

目前新潮留有400多名会员，为了让会员有效、快捷地了解新潮留的
活动，第七届执委会不但延用原有的宣传平台如邮件、短信、面簿
（Facebook）、微博(@新潮留)、网站(http://www.xinchaoliu.net/)、qq
群，而且创建微信(Wechat)讨论组、微信朋友圈与会员共享信息。会员们
把参与活动的感受及时记录下来，传播开来。使得原本素不相识的会员建
立起联系，增进了解。

5.4.1	 西海岸寻宝活动

2014年2月9日组织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寻宝探险活动-“元
宵去哪了”。在“元宵村”
的奇幻故事背景之下，会员
们分成“汤圆队”、“玫瑰
花队”等等有趣的队伍，仅
凭手中一张“藏宝图”，要
在西海岸公园过关斩将，克
服设下的重重难关，先到达
终点者获胜。经历了双人跳
绳、障碍足球、猜灯谜等一
系列精彩的活动，这是第七
届执委会一次新的尝试，也
是令所有人收获颇丰的一次
体验。

开幕式现场 点睛惠存

现场挥毫

组队闯关

现场互动

集体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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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迎新活动

义安理工学院新会员抵新，适
逢新加坡滨海湾三月的“灯
节”，2014年3月22日组织新会
员们夜游滨海湾，一览美丽的
灯展之余，也让他们了解沿途
许多新加坡的地标性建筑。为
了使义安理工与建筑学院的新
会员互相认识，并与更多新潮
留的会员相识，于2014年5月4
日组织了东海岸烧烤活动。活
动中以游戏为辅，交流为主，
老会员们与新会员们分享着新
加坡生活的点点滴滴，又分享
着彼此的兴趣爱好，一同烧
烤、玩烟火，也一同聊天、欢
笑，帮助新会员们尽快融入新
潮留的大家庭。

5.4.3	初级学院备考讲座	

2014年5月18日新潮留组织就读初院的执委及会员，在维多利亚宿
舍为淡马锡中四的会员们讲解直接招生（DSA）的流程，各初院教
学、招生情况以及O水准的备考技巧等等。会员之间交流融洽，欢
声笑语不断，中学会员表示受益匪浅。

5.4.4	端午聚会		

2014年5月31日新潮留会员们
在汕头酒家齐聚一堂，共度佳
节。精彩的演出让人拍手叫
好，而美味的粽子更是令人回
味无穷。会员们通过这次聚会
了解到更多关于潮州节的筹办
情况，并踊跃报名参与。

5.4.5	南凤义工活动

2014年6月8日新潮留组织会员参与南凤善堂在忠邦联络所礼堂举办
的慈善健康讲座。南凤善堂是一个为义顺区的老人提供免费医疗服
务的慈善团体，健康讲座中，会员们协助搀扶500多位老人就座，
并分发食品、瓶装水等。还与老人们一起做健身操，引领老人们前
去义诊，帮忙翻译等。与社区的老人们交流，其乐融融，也彰显潮
汕学子为社区做贡献的精神。

烧烧烤烤

庆祝端午节

义安理工学院与建筑管理学院迎新活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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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三人篮球赛	

新潮留传统节目三人篮球赛于
2014年7月5日在义安理工学院
举办，啦啦队摇旗呐喊、参赛
者兴致高昂。这次比赛除了吸
引学生会员外，也受到上班族
的热捧。特别是女子趣味投篮
环节，让女会员们一展身手。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场上激
烈角逐的参赛者们，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篮球赛画下了圆满
的句号。

5.4.7	中秋聚会	

2014年9月6日新潮留在面包物
语总部组织了一场温馨的中秋
聚会。大家在面包物语总部大
楼的天台赏月，品尝月饼，别
有一番诗意。此次活动吸引了
不少新会员，大家围坐一圈，
增添了几分团圆之意。

5.4.8	十三周年庆

2014年11月8日新潮留以“万圣狂欢夜”为主题在义安校友会俱乐
部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13周年庆活动。首先大家一起回顾新潮留
一年来的活动，特别对潮州节文化大使们表示感谢，也见证了新会
员的入会仪式。享用美食后，大家欣赏了精彩的魔术和舞蹈表演，
接下来便投入到以万圣节为主题的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游戏当中。伴
随着精彩的游戏，美味的菜肴，新潮留的第十三个“生日会”在欢
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

你攻我防

赛后留影

中秋月圆人团圆

第十三个生日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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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青年团活动
6.1	 青年团新春义工探访活动

2014年1月18日（星期日）青年团一如既往举办了新春献爱心探访活动。
当天上午分别探访了3间乐龄活动中心，超过200位老人。不仅派发新年礼
包，还送上红包，当然少不了浓浓的新春祝福。义工们还和中心的老人们
一起合唱贺年歌，其乐融融。

当天下午，义工们来到红十字会残疾人之家探望，送上了特地采购的日用
品，为残疾人士清洗轮椅。义工们纷纷表示能尽自己微薄之力帮助他们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义工们也通过活动相互交流，增进感情。活动能得
以圆满举办，除了感谢团员的踊跃参与和爱心奉献，更要感谢会馆诸位董
事的慷慨解囊，大力支持。同时也希望此类慈善义工活动能吸引更多年轻
人参与。

捐款人 捐款金额	(S$)

陈辉明	 2,609.28	

郭明忠	 2,000.00		

吴佶财	 1,000.00

吴令声 1,150.00

辛松永 300.00

蔡允中 300.00

杨应群	 500.00	

郑浩川				 200.00

林宝兴 100.00

陈树生 500.00

陈进兴 100.00				

郭绪泽	 500.00	

陈天荣		 500.00

陈才群		 500.00	

陈俊文	 500.00

林本煜 150.00

曾建权 500.00		

朱振良 100.00

合计 11,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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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爱心，准备出发

爱心团队，传递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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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联欢晚会

2014年6月21日晚7时青年团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第八届国际潮青联
谊年会宣传晚会暨潮州八邑会馆青年团联欢晚会。国际潮青联合会会长吴
南祥、潮州八邑会馆副会长蔡纪典，潮州八邑会馆青年团团长、第八届国
际潮青联谊年会主席陈辉明及各新加坡本地青年社团代表共计320人出席
本次晚会。

副会长蔡纪典在致辞中对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寄予厚望，希望能借此
年会向世界展现新加坡潮籍青年的友好与热情。随后，国际潮青联合会会
长吴南祥致辞时。希望潮籍青年同心协力，团结一致，把国际潮青以及新
加坡潮青精神发扬光大。最后，会馆总务、青年团团长及年会主席陈辉明
致谢辞时邀请本地潮籍青年参与此次盛会，并呼吁本地青年踊跃报名第八
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微笑大使”，为联谊年会贡献力量。晚会呈现一场
精彩文艺表演，其中大部分节目是由青年团团员自编自演的。本会共招募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微笑大使120位。

感谢蔡纪典副会长报效晚会场地租用费用，郭绪泽副财政报效晚宴费用。

本会馆永远名誉会长，第五届国际潮青理事会
会长吴南祥致辞

来宾登记处

本会馆总务、青年团团长兼年会筹委会主席陈
辉明先生致感谢辞

曾建权－年会筹委会副主席

蔡纪典副会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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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声喝彩

陆玉娥女士表演潮剧

青年团执委柯冰冰演唱流行歌曲

晚会贵宾席

刘逸表演太极拳

本会馆董事兼青年团副团长林凌及团员	刘逸合唱歌曲

感谢你－执委们！

52

二

零

一

四

年

度

会

务

简

报



6.3	 潮语趣味讲座

2014年5月17日星期六下午，青年团主办的潮语趣味讲座在面包物语总部
举行。这次讲座特邀本会馆潮语专题讲习班的林仰忠老师主讲。林仰忠老
师曾出任新加坡广播电台潮语新闻播报，也是丽的呼声电台潮语故事播讲
人，对潮语和潮汕文化有深厚研究。本次讲座吸引了约60位出席者，学员
们被老师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讲解所吸引，教室内时而鸦雀无声、时而
笑声一片。讲座让学员们领略到潮语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潮语魅力，
激发对潮语学习的渴望。

会馆总务兼青年团团长陈辉明先生代表会馆向林仰忠老师赠送纪念品。不
少出席者也利用讲座后的茶点时间互相交流。此次活动不仅招募到新会员
而且学员们纷纷表示对学习潮语有浓厚的兴趣，报名参加潮语班的人数激
增。

感谢面包物语为本次讲座提供免费使用场地，同时感谢林仰忠老师的辛勤
付出。

7.	 会员事务组活动
7.1	 潮菜美食讲座

为宣传和推广潮州美食文化，2014年1月12日星期日下午6时正，在醉花
林俱乐部品潮轩举办“潮州美食讲座”。特邀张新民先生主讲并现场签字
售书-《潮菜天下》、《潮菜味道》。此活动特致函七邑会馆，邀请共同
参与。票价会员65新元、非会员75新币。共111位购票出席。活动收支情
况如下：	

活动收入：	

售书 1,395.00

售票 7,305.00

总收入 8,700.00

活动支出：

宴席 3,600.00

小费 100.00

总支出 3,700.00

活动盈余：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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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纪典副会长赠送纪念品给张新民先生

潮菜爱好者

7.2	 马年风水讲座

2014年2月23日下午在义
安礼堂举办马年风水讲
座，特邀洪维良风水师主
讲。讲座的题目是“马年
十二生肖运程”和“如何
布局住家风水增加财运”
。共计154人出席了讲座。

特别感谢苏心敏女士热心
联系；陈丽卿女士义务担
任主持人；也要感谢洪维
良先生义务讲座。

此次活动售书收入210元，
食物开销204元，盈余6
元。

7.3	 潮菜烹饪班

2014年3月7日在ToTT举办潮菜烹饪班，由深利美食馆的主厨蔡华春教导
学员如何烹制“干扁鱼”、“潮州虾球”和“白果芋泥”。票价会员28新
元、非会员37新币。共41人参与。

感谢陈俊文先生提供免费使用场地并赠送41张ToTT现金购物礼券（每张
20元）；蔡华春老师不但精心准备、用心指导而且报效食材；也要谢谢
陈树生先生报效120瓶龙标燕窝饮料；沈锐钊先生报效送给蔡老师的纪念
品。

讲座获得热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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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黄建铭副会长为
张新民先生报效往返机票
和住宿费、宴席只收成本
价、报效《潮菜天下》（
上下册）16套、《潮菜味
道》50本。李长豪副会长
报效《潮菜天下》（上下
册）30套。感谢青年团
员翁伟先生义务担任主持
人。



7.4		 更新或确认会员个人资料

2014年8月28日以邮寄的方式向全体会员发出个人资料更新表格，并于
2014年11月12日在《联合早报》刊登致全体会员的通告，会员可通过电
话、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会馆联系更新或确认个人资料。如果
截至2014年12月15日会馆未收到回复，会员的名字将被列入“未确认与
更新个人资料”的会员名单中，今后会馆不再邮寄会务及活动信息给这些
会员。共寄出个人资料更新表格4,327封，截至2014年12月6日，共收到
的回函1516封，有2811名会员未回复，详见如下：

序号 描述	 人数

1 筹备选举委员会收到 1335

2 本会馆收到 181

总数 =1,516

1 邮寄信函总数 4,327

2 回函合计 -1,516

=2,811

7.5	 招募新会员

	 2014年每月招募会员人数（表中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12月16日）

月份 入会人数

1	 34	

2	 7		

3	 32

4 31

5 13

6 13

7	 9

8				 8

9 64

10 73

11 42

12	 10

总计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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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事务组活动
8.1	 国际事务组就职典礼

Vision	 To	Unite	Teochew	Globally
愿景	 引领潮人在国际舞台上紧密相联，同心协力

Mission	 To	promote	the	Teochew’s	culture	and	heritage	and	foster	
使命	 stronger	ties	among	the	Teochew	globally
	 致力潮州文化的广泛传播，国际潮人间的沟通，互助与共同成
	 长。

2014年4月30日国际事务组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举行就职典礼，邀请贸工部
政务部长张思乐担任主宾，受邀宾客超过400人，当中包括本地和新山各
个潮团组织的负责人。

国际事务组组员以本地潮州商会和专业人士为主，接下来会拜访世界各地
的潮人组织，包括会馆、公会、商会等，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张思乐希
望：国际事务组可以和中小企业中心合作，与会馆成员分享政府所推行的
各种协助中小企业成长与扩充业务的计划。也可以和海外潮团，特别是中
国的潮人组织建立友好联系，从而推动商业文化交流。

活动总费用：S$	42,711.71	

活动盈余:	S$	12,288.29

将盈余转入会馆的国际事务组活动基金，作为今后活动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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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事务组组委会成员(简称IA-International	Affairs)

	 顾问		 	 张思乐	 郭明忠
		 	 	 林伟杰	 杨木光
		 	 	 许宝昆	 吴南祥
		 	 	 李长豪

	 主席	 	 	 吴木兴
	 署理主席	 	 沈茂強
	 第一署理主席	 林雍杰
	 秘书	 	 	 陈申泉
	 财政	 	 	 章凯毓
	 副财政	 	 黄朝群
	 财政顾问	 	 吴佶财
	 财政顾问	 	 郭绪泽
	 主席助理	 	 黄思快
	 主任，海外事务	 吴荣福
	 副主任	 	 石屏章
	 主任，国内事务	 陈天荣
	 副主任	 	 黄裕华
	 主任，企业发展	 郑友财
	 副主任	 	 郑友兴
	 主任，会福会扩	 许伟宏
	 副主任	 	 许泽贤
	 主任，宣传	 	 陈祥发

8.2	 潮人企业家奖	

潮人企业家奖筹委会主席沈茂強先生主持。潮人企业家奖筹委会；确定评
审小组成员；明确参选范围：新加坡所有潮州人企业，特别欢迎不是筹委
会成员的本会馆董事及会员参与，潮人企业家奖筹委会成员不得报名参
选。	



8.3	 国际事务组2014年活动

4月份活动	 －	 国际事务组就职典礼

5月份活动	 －	 出席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主席拿督陈联顺丧礼
	 	 国际事务组就职典礼庆功宴

6月份活动	 －	 国际事务组聚餐

7月份活动	 －	 出席麻坡潮州会馆	77周年庆
	 －	 参与马潮联青年领袖峰会
	 －	 招募活动加入潮州节文化大使团队
	 －	 国际事务组专事小组会议
	 －	  潮州企业家奖筹委会会议

8月份活动	 －	 李志贤博士分享新洲潮人与潮州八邑会馆的历史回顾

	 －	 马六甲潮州会馆80周年庆
	 －	  潮州节售票会议
	 －	 筹备招募潮州节文化大使

9月份活动	 －	 笨珍潮州会馆周年庆
	 －	 潮州节于义安城祭拜仪式
	 －	 国际事务组义工团带领新潮留学生参与快闪活动为
	 	 潮州节造势
	 －	 国际事务组全体参与潮州节文化大使义工行列
	 －	 出席85周年庆典

11月份活动	 －	 接待潮州市政府拜访团

	 －	 出席黄志文岳母丧礼

	 －	 出席陈祥发哥哥丧礼

	 －	 潮州企业家奖筹委会会议

12月份活动	 －	 出席柔佛潮州八邑会馆80周年庆

	 	 接待汕头市政府招商团

	 潮人企业家奖筹委会名单：

	 主席　　　	 沈茂強　

	 副主席　　	 陈申泉	 			副主席　　	郑友兴

	 财务组　　	 陈丽丽	 			秘书组　　	杨炳庆

	 赞助组　　	 石屏章	　	 			宣传组　　	陈祥发

	 刊物　　　	 许伟宏	 			奖品　　　	许泽贤	

	 节目组　　	 林强德	 			后勤组　　	郑志彦	

　　　组员　		 郑丽玲、刘胜强、郑勇棉、黄志群、黄朝群、
	 	 	 张创伟、张云贤、陈舜芬、黄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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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小组成员：

	 1.	 郭明忠博士	

	 2.	 吴木兴博士

	 3.	 沈茂強先生

	 4.	 陈颂国先生

	 5.	 法律事务所代表

	 6.	 政府机构代表



吴木兴主席，沈茂強署理主席出席马潮联青年领袖
峰会

IA组员出席第八届联谊年会暨85周年庆

IA组员出席潮州沈氏联合会晚宴

IA组员出席拿督陈联顺丧礼

快闪活动幕后英雄

IA和新潮留快闪活动成员

IA组员出席第八届联谊年会暨85周年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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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组总动员，为潮州节尽一份力



IA与董事们一起出席汕头市政府招商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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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组员与潮州市政府一起吃海鲜IA组员出访马六甲潮州会馆80周年庆

IA组员参与潮州节



IA组员Yum	SengIA组员庆生

IA团队庆功宴

IA组员月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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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与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活动
9.1	 2014新春团拜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通商中国于2014年2月2日年初三（星期日）
上午10时30分在宗乡总会大礼堂联办2014年新春团拜。当天出席嘉宾众
多，会馆会员及在华经商的新加坡企业家们，互相交流，共叙情谊。

德明中学的华乐团分别与来自云南和晋江会馆的舞蹈团为在场嘉宾呈献精
彩的华乐演奏和舞蹈，展现春节的活力。舞狮在热闹的锣鼓声中于主宾张
志贤副总理莅临时响起，更是烘托现场浓郁的新年气息。本会馆青年团员
辛树仁先生、洪伟升先生出席了团拜。

9.2	 春到河畔2014

由宗乡总会、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新加坡旅游局、中华总商会及人民协
会联合主办的春到河畔2014。于1月29日至2月8日，一连11天在滨海湾浮
动舞台隆重举行，共吸引约123万人次的访客。

李显龙总理1月29日（星期三）莅临了“春到河畔2014”主持亮灯仪式，
为“春到河畔2014”的庆祝活动掀开序幕。

新加坡卫生部部长颜金勇先生出席了除夕夜的倒数活动，在绚丽缤纷的烟
火表演中，与在场的来宾一同欢迎马年新气象。

本会馆赞助一万元。

9.3	 与陈振声部长交流会

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上午10点，本会馆青年团派出了代表队参与由
宗乡总会举办的青年团与部长交流会。此次交流会请来了社会及家庭发展
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陈振声，会上部长积极与青年团员们交流，分享对
社群未来的发展，国家社会建设等与青年们息息相关的话题。陈部长幽默
真诚的谈话赢得了在场青年们的声声赞赏，大家积极发言，踊跃发表自己
的看法。陈部长也一一解答与会者的提问，并表示这类对话会是很好的开
始，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倾听各社会阶层人士的想法与疑问。对
话会在阵阵热烈掌声中结束。

蔡纪典副会长从李显龙总理手中接过赞助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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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2014端午节嘉年华趣味旱龙舟比赛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
会于2014年5月25日（
星期日）举办2014年
端午节嘉年华趣味旱龙
舟比赛。本会新潮留詹
卓嘉，蓝琬婷，吴骊
琼，曾德坚，苏越，陈
乃衔，李卓代表会馆参
赛，一举夺得团体第四
名。

9.5	 与颜金勇部长交流会

为了让会员团体进一步了解建国一代配套及我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宗乡总
会于2014年7月2日（星期三）晚上在宗乡总会大礼堂举办会馆与部长交
流会。出席嘉宾卫生部长颜金勇先生。本会出席者是：董事林本煜、沈锐
钊、陈丽卿。

9.6	 “爱国歌曲大家唱”国庆晚会

为了欢庆新加坡成立49周年，宗乡总会于2014年8月1日（星期五）举办
第八届“爱国歌曲大家唱”国庆晚会。这是宗乡总会第四次将此活动带入
社区，希望借此机会，让会员团体在热闹的大巴窑建屋发展局中心广场，
以美妙的歌声祝贺我们建国49周年。本会送花篮祝贺。

9.7	 “关公文化”讲座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2014年8月23日（星期六），下午2时30分至5
时，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16楼举办“关公文化”讲座。座谈会主讲者是曾
成聪先生及梅铮铮小姐。座谈会主席是柯木林先生。本会送花篮祝贺。

9.8	 “2013年度杰出会馆奖”颁奖礼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上午10时30分，在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行“2013年度杰出会馆奖”得奖会馆分享
会。本会由交际蔡允中及执行总执行秘书林玉贤代表出席。

9.9	 第二十九届常年会员大会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上午10时30分，在
宗乡总会礼堂举行第二十九届常年会员大会。本会由副会长蔡纪典、交际
蔡允中、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代表八邑会馆参加“旱龙舟”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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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奠基仪式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2014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1时，假新加
坡大会堂举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奠基仪式。主宾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
生。本会由总务陈辉明代表出席。	

9.11　“宗乡青年2014体育节”

为了加强宗乡总会与各会员团体间的合作与互动，并鼓励各会员团体积极
开展体育活动，发扬体育精神，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联合新加坡南安会
馆、符氏社、新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永春会馆及新加坡晋江会馆举办“
宗乡青年2014体育节”。

本次青年体育节共
有五个竞赛项目，
分别为篮球、足
球、乒乓球、羽毛
球及保龄球。五个
项目分别于7月至
10月份，在全岛多
个场所举行。在青
年团秘书郑勇棉的
组织下，本会馆青
年团及新潮留代表
参加于10月12日下
午在武吉巴督公务
员俱乐部（Buki t	
Batok	Civil	Service	
Club）举办的保龄
球赛，增进了与其
他团体青年代表的
交流和友谊。参赛
者有方若其、陈
婉莹、张镇、刘永
欢、焦佳仪、李丽
文

9.12	 健康嘉年华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与新加坡保健促进局于2014年10
月18日（星期六）下午1时30分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大礼堂举办“
宗乡总会健康嘉年华”。嘉宾为卫生部长颜金勇先生，张磊医师。本会送
花篮祝贺。

9.13　第八届宗乡杯全国学生象棋锦标赛

为了发扬华族传统文化，推广象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象
棋总会于2014年11月16日（星期日），在宗乡总会礼堂联合主办“第八
届宗乡杯全国学生象棋锦标赛”。本会馆应邀作为联办单位，乐捐500元
作为活动经费。

参赛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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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团应酬
10.1	 华中校友会为了庆祝校友会成立90周年，于2014年1月1日（星期三）至1

月5日（星期六）假中华总商会大礼堂举办《华岭美展》。为华中国际学
校筹募建设基金，建设一座新教学大楼和活动中心，整个工程费用估计为
3000万元以上。本会馆送花篮祝贺校友会成立90周年。

10.2　星洲灵隐寺于2014年1月8日（星期三）晚7时30分，举行庆祝道济佛祖圣
诞暨该寺成立69周年及增医施药45周年三庆纪念典礼，交通部长吕德耀先
生为大会主宾。本会交际蔡允中、董事林本煜出席了晚宴。

10.3　副会长蔡纪典代表会长郭明忠出席2014年1月19日下午5时30分至晚上8时
（星期日），在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举行2014年新春招待会暨文艺演出。

10.4　新加坡广东会馆于2014年2月11日（星期二）晚上7时，在新加坡中华总商
会嘉庚堂举行新春团拜晚宴，主宾为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兼国防部第二
部长陈振声先生。本会交际蔡允中、董事林本煜出席了晚宴。

10.5　新加坡福建会馆于2014年2月15日（星期六）上午11时，在福建大厦举行
“骏马迎春福气到•新春大团拜”，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先生为主宾。本
会会长郭明忠、交际蔡允中出席了团拜。

10.6　潮安仙都林氏同乡会于2014年2月15日（星期六）下午7时，在燕阁大酒楼
举行庆祝成立55周年纪念暨预先敬拜祖姑天后圣母寿辰千秋晚宴。本会交
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煜出席了联欢会。

10.7	 鲲江联谊社2014年2月15日（星期六）中午12时正，在义安大礼堂举行春
节联欢会颁发社员子女奖学金。本会交际蔡允中出席了联会。

10.8　为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敬请本会馆出席2014年
2月5日（星期六）上午9时30分在美芝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前
举行的第47届祭礼。祭礼主宾是我国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循财先
生。本会送花圈以寄哀思。

10.9　2014年2月20日（星期四）傍晚7时在乌节路文华大酒店宴会厅举办新加坡
戏曲团体新春联欢会，邀请本地所有梨园子弟共同欢庆新春。联欢会工委
会主要成员是胡桂馨（粤剧）、洪少民（潮剧）、陈木辉（京剧）、丁宏
海（南音）、以及学院董事陈学汉（琼剧）、刘禧旦和江锦成（福建戏和
越剧）。我国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循财先生到场主持颁奖仪式。
会馆捐助2000元，董事吴铭耀、总执行秘书林玉贤、高级执行秘书陈翠娥
及青年团代表共十人出席了联欢会。

10.10	 南洋潘氏总会于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晚7时正，举行该会成立75周
年钻禧纪念暨会所翻新落成联欢宴会，该会名誉顾问摩绵加冷集选区国会
议员潘丽萍宗长为大会主宾。本会由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11	 新加坡黄氏总会于2014年4月5日（星期六）晚6时30分，举行90周年庆典
兼常年春祭晚宴暨颁发会员子女奖学金活动。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
循财为大会主宾。本会交际蔡允中出席了晚宴。

10.12	 樟林旅外同乡会为庆祝55周年纪念联欢宴会，于2014年3月29日（星期六
）晚7时30分，席设燕阁大酒楼，主宾为淡滨尼集选区议员马炎庆先生。
本会董事林本煜出席了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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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义安公司第九届义安影艺展，于2014年4月9日（星期三）晚7时在义安展
览厅举行，由义安公司第42届总理林继民博士主持开幕仪式。本会副交际
陈天荣出席了开幕仪式。

10.14	 星洲长林公会暨互助会庆祝公会成立69周年，互助会成立52周年，纪念暨
祖姑天后圣诞千秋，青年团三周年，于2014年4月13日晚7时宴设福清会
馆，主宾为长林公会名誉顾问林宝兴先生。本会交际蔡允中先生出席了晚
宴。

10.15	 广东延陵吴氏总会，庆祝祖佛保生大帝圣寿千秋暨成立87周年纪念联欢宴
会，于2014年4月19日（星期六）晚7时，在天满楼设宴，主宾为吴木兴
博士。本会交际蔡允中出席了晚宴。

10.16	 新加坡华声音乐社庆祝成立44周年暨第29届董事就职典礼联欢盛会，于
2014年4月19日（星期六）晚8时宴设芽笼25A，大会主宾为宏茂桥集选区
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当晚呈献精彩的“潮州鼓乐大汇演”。本会董事郭
绪泽、吴中博、吴铭耀、郑浩川，查账苏心敏，执行总执行秘书林玉贤等
13人出席了晚宴。

10.17	 潮州江夏堂举办春祭谒祖典礼及颁发第41届堂员子女奖学金联欢宴会，于
2014年4月19日（星期六）晚8时宴设福清会馆。大会主宾为潮州江夏堂
永远名誉主席江子明先生。本会董事林本煜出席了晚宴。

10.18	 揭阳郑氏公会于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晚7时半，在燕阁大酒楼举办
庆祝66周年纪念暨天后圣母千秋联欢宴会。本会交际蔡允中先生出席了晚
宴。

10.19	 新加坡潮州西河公会于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晚7时半，在福清会馆
庆祝成立135周年纪念。本会副交际吴令声出席了晚宴。

10.20	 新加坡潮安金砂陈氏同乡会于2014年4月20日（星期日）晚7时半，在千
禧楼庆祝成立60周年纪念。本会交际蔡允中出席了晚宴。

10.21	 新加坡广西暨高州会馆于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晚7时，在千禧楼庆
祝成立131周年纪念暨天后圣母宝诞并颁发第36届会员子女奖励金联欢宴
会。本会董事林本煜出席了晚宴。

10.22	 潮州曾氏公会于2014年4月26日（星期六）晚7时，在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举行庆祝成立51周年纪念暨太始祖宗圣公春祭双庆晚宴。本会董事蔡纪
典、陈荣贵、吴佶财、郭绪泽、陈丽卿、陈才群、陈才群、林凌、陈树生
共9人出席了晚宴。

10.23	 黄氏炽昌联谊社于2014年4月26日（星期六）晚7时半，在福清会馆春祭
暨庆祝成立62周年纪念及颁发社员子女奖学金联欢宴会。大会主宾为黄氏
炽昌联谊社永远荣誉社长黄石顺。本会董事林本煜出席了晚宴。

10.24	 宏安旅外同乡会于2014年4月28日（星期一）晚7时半，在新加坡宗乡会
馆联合总会庆祝68周年。本会交际蔡允中出席了晚宴。

10.25	 潮安仙乐乡杨氏同乡会庆祝57周年纪念联欢晚会，于2014年5月1日（星
期四）晚7时半，席设万兴楼港湾中心分店。本会董事林本煜出席了晚
宴。

10.26	 新加坡观音救苦会于2014年5月25日（星期日）上午10时半，在观音慈善
医疗院庆祝成立39周年暨38周年纪念。本会捐款50元医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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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同德善堂念心社为庆祝诸佛神圣晋庙65周年纪念，于2014年5月25日（星
期日）晚7时半，席设同德善堂念心社。本会馆送花篮祝贺。

10.28	 艺林美术会第八届书画展于2014年5月31日（星期六）上午9时，假裕青
民众俱乐部举行。主宾为裕廊集选区国会议员兼裕廊集选区基层组织顾问
洪维能先生。本会馆送花篮祝贺。

10.29	 揭阳桂林刘氏公会庆祝成立50周年金禧联欢宴会，于2014年6月7日（星
期六）晚7时，席设醉花林俱乐部，主宾为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林文兴先生。本会董事林本煜出席了晚宴。

10.30	 义安文化中心和新加坡潮州总会联办，南华儒剧社协办，2014年潮州文化
节“潮乐潮曲经典欣赏会”，于2014年6月9日（星期一）晚7时在新加坡
大会堂举行。本会文教组主席吴中博出席了开幕仪式。

10.31	 新加坡潮剧联谊社于2014年6月27日（星期五）和6月28（星期六）晚上
7点45分在黄金剧院举办庆祝三十周年纪念公演《草莽英凤》。本会馆送
花篮祝贺。

10.32	 新加坡潮州总会于2014年6月29日星期日晚上7时正，在醉花林俱乐部宴
会大厅举办该会第二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暨二周年纪念晚宴。本会送花篮祝
贺。		

10.33	 “种族宗教和谐联谊宴会”于2014年7月12日星期六在滨海湾金沙举办。
本次活动主办单位的八个合作伙伴包括：德教太和观、新加坡宗教联谊
会、新加坡印度人发展理事会、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华社自助理事会、
欧亚裔人士协会、德教济云阁与德教济霞阁。晚宴贵宾是陈庆炎总统及夫
人。由本会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34	 新加坡番禺会馆于2014年7月19日（星期六），在红星酒家举办庆祝成立
136周年暨关圣帝君宝诞联欢晚宴。由交际蔡允中代表出席。

10.35	 潮安会馆为庆祝五十周年及发扬传统文化，特邀南华儒剧社，订于2014年
7月19日（星期六）和2014年7月20日（星期日）在牛车水人民剧坊呈献
两场潮剧表演。本会有文教组主席吴中博订VIP票2张，董事林凌先生订
普通票2张，董事沈锐钊先生订普通票2张及总执行秘书林玉贤订普通票5
张。

10.36	 水廊头大伯公福德神庙理事会于2014年7月21日至7月23日（星期一，二	
，三）为庆祝福德正神圣诞，特请织云潮剧团公演两天酬神并举行联欢宴
会。本会送花篮祝贺。

10.37	 新加坡南洋普宁会馆于2014年7月23日（星期三）在醉花林俱乐部二楼礼
堂主办中华锣鼓大汇演。此次汇演是“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华瑶社区青少
年潮乐团”为了酬谢新加坡潮籍乡亲热诚厚爱倾情呈献。本会出席者有董
事沈锐钊、曾国和、吴中博、林宝兴先生。

10.38	 亚洲新闻台与国家文物局于2014年7月26日（星期六）傍晚6时正，在国家
博物馆黑箱剧场举办《足迹：落脚地》的首映礼。出席贵宾是通讯及新闻
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沈颖女士。本会送花篮祝贺。

10.39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七
周年，于2014年7月30日（星期三）晚6时30分在香格里拉酒店岛屿宴会
厅举行招待会。本会由副会长蔡纪典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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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新加坡杨氏总会于2014年7月26日（星期六）晚7点30分在福清会馆大礼
堂举行庆祝成立六十四周年纪念晚宴。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木光宗长主
持庆典。本会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41	 由新加坡义安公司、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和新加坡美术总会联办的“翰墨丹
青	世纪流芳”南洋孔教会拜年纪念书画义展于2014年7月26日（星期六）
下午三点正，在新加坡潮州大厦义安文化中心举行画展开幕仪式。新加坡
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先生主持开幕仪式。此次画展的展出日期是
7月25日（星期五）至7月27日（星期日）。本会送花篮祝贺。

10.42	 新加坡颜氏公会与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及国家文物局第二年联办新加坡文化
遗产节。此开放日于2014年7月27日（星期日），上午10时30分至下午3
时正。开放日分为三部分，文化馆双语导览、书法工作坊及文化馆策划人
分享打造“颜氏文化馆”心得。本会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43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2014年8月8日（星期五）晚7时正，在新加坡乌节大
酒店三楼宴会厅举办49周年国庆晚宴。此次晚宴的主宾是人力部长陈川仁
先生。会长郭明忠为本会购买一桌席，出席者有财政吴佶财，副财政郭绪
泽，交际蔡允中，董事林本煜、陈申泉、吴中博、曾国和、杨应群，国际
事务组沈茂強。

10.44	 新加坡中山会馆于2014年8月10日（星期六）晚上6时正在圣淘沙名胜世
界会议厅举行第十届世界中山同乡恳亲大会联欢晚宴。本次大会的主宾是
交通部长吕德耀先生。本会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45	 2014年8月12日晚上6点在新加坡艺术馆举行范昌乾新书发布会、研讨会
与精品画展。尚达曼夫人担任开幕嘉宾。本会由董事曾国和代表出席。

10.46	义安文化中心于2014年8月13日（星期三）晚7时正，在义安展览厅举行
2014年国庆书画美展。开幕仪式主持是林继民博士。本会由曾国和代表出
席。

10.47	 新加坡象棋总会于2014年8月22日（星期五）晚7时30分，在千禧楼举行
新加坡国庆49周年、新加坡象棋总会80周年暨新加坡象棋总会第34届理
事就职典礼三庆联欢晚宴。大会贵宾：新加坡象棋总会名誉顾问曾士生先
生。本会由交际蔡允中与董事曾国和代表出席。

10.48	 南洋客属总会于2014年8月23日（星期六）晚上7时30分，在南洋客属总
会礼堂，举行新加坡建国49周年暨南洋客属总会成立85周年双庆联欢晚
宴。晚宴主宾是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政务部长张思乐先生。本会由林本煜
代表出席。

10.49	 冯氏总会于2014年8月24日（星期日）晚上7时30分，在花拉公园千禧楼
一楼，举行新加坡49周年国庆暨冯氏总会第64周年纪念联欢宴会。本会由
交际蔡允中代表出席。

10.50	 新加坡厦门公会于2014年9月5日（星期五）晚上6时，在悦之园举行第7
届国民融合千人博饼庆中秋晚会。主宾是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政务部长陈振泉先生。特别嘉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
公参黎宝光先生，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本会由交际蔡允中
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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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义安文化中心及潮阳会馆于2014年9月6日（星期六）晚上6时，在义安大
礼堂举行“花好月圆庆中秋”中秋联欢晚会。本会由董事林本煜代表出
席。

10.52	 星洲德教济云阁于2014年9月8日（星期一）晚上7时15分，在星洲德教济
云阁举行何野云仙师圣诞暨成立六十一周年、星洲德教病老院二十九周
年、中医施诊所十四周年、中秋佳节五庆庆典。大会贵宾是星洲德教济云
阁顾问、前任国会副议长周亨增先生。本会由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53	 潮阳会馆于2014年9月13日（星期六）晚上8时正，于其会所内举行潮阳
会馆成立八十八周年暨互助部成立五十三周年纪念。本会董事由林本煜代
表出席。

10.54	 报德善堂于2014年9月15日（星期一）晚上7时30分，在其善堂举行宋大
峰祖师圣寿庆祝暨晋庙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主宾是报德善堂名誉顾问曾
士生先生。本会由董事林本煜先生出席。

10.55	 星洲济芳阁订于2014年9月20日晚上7时30分，在其阁庆祝星洲济芳阁成
立四十九周年暨中医施诊部成立二十六周年、西医施诊部成立三十五周年
三庆纪念典礼。本会由交际蔡允中代表出席。

10.56	 南洋方氏总会于2014年9月27日晚上7时30分，在天满楼举行南洋方氏总
会成立78周年纪念联欢晚宴。本会馆赠送花篮，以示庆贺。

10.57	 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于2014年10月2日（星期四）晚上7时15分，在千禧
楼举办闽王祠成立139周年纪念暨开闽王氏总会秋季庆典联欢晚宴。晚宴
主宾是开闽王氏总会会务顾问裕廊集选区国会议员王金发BBM。本会由交
际蔡允中代表出席。

10.58	 端蒙校友会于2014年10月4日（星期六）晚上7时假红星酒家举办“端蒙
108之夜”校庆晚宴。本会由交际蔡允中代表出席。

10.59	 聚艺文化艺术中心于2014年10月5日晚上7时45分，在南洋艺术学院李氏
基金剧场庆祝聚艺文化艺术中心成立九周年公演大型潮剧《齐王求将》。
主宾是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本会馆赠送花篮，以示庆贺。

10.60	 南洋罗氏公会于2014年10月5日（星期日）在千禧楼庆祝第64周年纪念暨
颁发会员子女大专、大学奖学金联欢晚宴。大会主宾为白沙-榜鹅集选区
国会议员颜添宝先生。本会由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61	 狮城书法篆刻会于2014年10月4日（星期六）上午11时30分假义安文化中
心，义安展览厅举行创会二十周年纪念暨“狮城墨韵”书法展，总理公署
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振泉先生担任开幕式主宾，此次书法展
为期三天，自10月4日到10月6日每天上午11时至下午7时。本会馆赠送花
篮，以示庆贺。

10.62	 新加坡德教会紫荆阁于2014年10月5日（星期日）晚7时30分在福清会馆
礼堂举办庆祝成立33周年纪念晚宴。本会馆副会长吴木兴博士代表出席。

10.63	 朱氏公会于2014年10月8日（星期三）晚7时30分在千禧楼举	 	办庆祝太祖
文公朱熹八八四年诞辰暨公会成立六十七周年纪念晚宴。本会馆赠送花
篮，以示恭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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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凤廓汾阳公会、郭氏古庙于2014年10月9日（星期四）晚上7时30分，在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大礼堂庆祝三山国王三夫人千秋暨会馆成立149周
年郭氏古庙成立57周年三庆纪念晚宴。本会馆由副总务陈荣贵，董事林本
煜、沈锐钊、陈丽卿，查账苏心敏代表出席。

10.65	 莆中高平公会于2014年10月10日（星期五）晚7时30分在京华大酒店举办
庆祝会馆成立六十七周年纪念联欢晚宴。本会馆由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66	 台北代表处于2014年10月10日（星期五）下午12时30分至14时30分在圣
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为庆祝双十节庆举行酒会。本会馆由副会长蔡纪
典、总务陈辉明、财政吴佶财代表出席。

10.67	 2014年10月18日（星期六）上午10时在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举行
“精神如见：中山舰出水文物特展”，此次活动的大会主宾为新加坡文
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通讯及新闻部第二部长黄循财先生。本会馆赠送花
篮，以示庆贺。

10.68	 新加坡茶阳大埔励志社于2014年10月18日（星期六）晚上7时30分，在万
兴楼举办庆祝社团成立八十周年纪念联欢晚宴，晚宴主宾为新加坡财政部
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杨莉明女士。本会馆由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69	 南洋柯氏公会于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晚7时正，在滨华大酒店宴会
厅举办南洋柯氏公成立六十周年暨青年团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晚宴。社会
及家庭发展部陈振声部长为大会贵宾，本会馆由交际蔡允中代表出席。

10.70	 潮安会馆于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晚7时正，在豪晶大酒店举办庆祝
金禧纪念联欢晚宴，教育部长王瑞杰先生作为大会主宾。本会馆由财政吴
佶财，副财政郭绪泽，副交际吴令声，董事林本煜、沈锐钊、陈丽卿，查
账郑良财、苏心敏等十位代表出席。

10.71	 澄海会馆于2014年11月2日（星期日）晚7时30分在福满楼举办澄海会馆
四十九周年纪念晚宴，淡滨尼集选区国会议员马炎庆先生为大会主宾。本
会馆由会长郭明忠，副会长吴木兴，财政吴佶财，副交际陈天荣，董事陈
丽卿、陈才群、林本煜、陈申泉等十位代表出席。

10.72	义安文化中心于2014年11月19日（星期三）晚7时正在义安展览厅举行第
16届全国潮人书画展开展典礼。由义安第四十二届副总理陈健立先生主持
开展仪式。本会馆由陈丽卿代表出席。

10.73	 南安会馆于2014年11月20日（星期四）晚8时正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举行南安同乡恳亲暨89周年庆。晚宴主宾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显龙先
生。本会馆由副交际吴令声代表出席。

10.74	 潮州弘农杨氏公会于2014年11月22日（星期六）晚7时30分，在千禧楼举
办庆祝公会成立73周年晚宴。晚宴主宾为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杨木光先
生。本会馆由交际蔡允中代表出席。

10.75	 南洋胡氏总会于2014年11月23日（星期日）晚7时正，在滨海湾花园花圃
厅举行双庆庆典晚宴。大会主宾为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
长陈振声先生。本会馆由副会长蔡纪典代表出席。

10.76	 如切潮剧团于2014年12月13日（星期六）晚7时15分，在如切民众俱乐部
礼堂举办庆祝剧团成立十二周年大型古装电影潮剧《莲香戏鞋》全连。本
会馆赠送花篮，以示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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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馀娱儒乐社于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晚7时15分，在牛车水人民举办
庆祝社团成立102周年潮剧表演《胭脂河》全连，三巴旺集选区国会议员
李玉云女士受邀主持开锣仪式。本会馆赠送花篮，以示庆贺。

10.78	 南安善堂庆于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晚7时30分，在南安善堂举办祝
宋大峰祖师暨寿典礼，邀请马林百列集选区国会议员法蒂玛副教授为大会
主宾。本会馆由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79	 普救善堂于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在普救善堂举办八十五周年纪念
晚宴，邀请宏茂桥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为大会主宾。本会馆由交际蔡允中
代表出席。

10.80	 南洋同奉善堂于2014年12月20日（星期六）晚7时30分在南洋同奉善堂内
举办庆祝善堂成立七十七周年纪念晚宴，邀请卫生部政务部长蓝彬明医生
为大会主宾。本会馆由林本煜代表出席。

10.81	 颍川鳌头旧家同乡会于2014年12月21日（星期日）晚7时30分，在福清会
馆礼堂举办庆祝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晚宴，本会馆由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82	 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于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晚7时30分，
在福清大厦二楼举办庆祝成立八十七周年纪念晚宴，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
先生为大会主宾。本会馆由董事林本煜代表出席。

10.83	 陶融儒乐社于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晚7时30分。在国家图书馆三楼
举办庆祝成立八十三周年纪念潮剧表演《恩仇记》全连，赠予本会馆入场
券两张，本会馆董事林本煜出席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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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外交流
11.1	 总务陈辉明、董事陈申泉和青年团秘书郑勇棉出席2014年1月6日（星期

一），在深圳绿景锦江酒店召开的“国际潮青联合会第五届第四次常务理
事会议”。

11.2	 3月8日（星期六）下午4时古晋潮州公会来会馆拜访，讨论章程及该会举
办150周年庆有关事宜。

古晋潮州公会代表团名单：
顾问　　　　　　　　　　　　　　吴膺光

会长　　　　　　　　　　　　　　吴令佑

第二副会长　　　　　　　　　　　陈楚燕　

秘书长　　　　　　　　　　　　　官纪礼

财政　　　　　　　　　　　　　　陈瑞光

教育主任　　　　　　　　　　　　许永藩

产业主任　　　　　　　　　　　　沈坚石

副教育主任兼古晋中学校董会主席　黄楚香

本会馆出席座谈的人员有：　

副会长　　　　　　　　　　　　　李长豪

副财政　　　　　　　　　　　　　郭绪泽

董事　　　　　　　　　　　　　　沈锐钊

董事　　　　　　　　　　　　　　陈申泉

董事　　　　　　　　　　　　　　陈才群　

国际事务组　　　　　　　　　　　黄裕华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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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青年团于3月15日（星期六）访问本会馆，同时
参观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醉花林。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青年团来访代表：
总团长	 	 李富新	 	 执行秘书	 张倍菁

总执行秘书	 	 李文健	 	 青年团	 李霖赐

总财政	 	 蔡瑞茂	 	 青年团	 纪维雄

中委会顾问	 	 马顺财	 	 青年团	 许量智

副总财政	 	 张成国	 	 青年团	 许糧均

国际事务局主任	 李征珂	 	 青年团	 蔡贵华

资讯局主任	 	 赵志成	 	 青年团	 李富文

代表	 李富光	 	 	

接待来访名单如下：
会　长	 	 郭明忠	 		 青年团	 李耿镇

副会长	 	 蔡纪典	 		 青年团	 郑勇棉

总　务	 	 陈辉明	 		 青年团	 黄朝群

财　政	 	 吴佶财	 		 青年团	 黄晓欢

副财政	 	 郭绪泽	 		 青年团	 刘　逸

董　事	 	 曾建权	 		 青年团	 黄锐团

董　事	 	 陈树生	 		 青年团	 辛树仁

董　事	 	 陈申泉	 		 青年团	 廖奕滨

董　事	 	 林　凌	 		 青年团	 陈　鹏

青年团	 	 周燕云	 		 青年团	 黄　亮

青年团	 	 马梓淳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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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麻坡潮州会馆于2014年7月12日（星期六）为庆祝成立77周年、青年团51
周年、妇女组13周年暨庆贺会员荣膺荣任举行联欢宴会。此次活动的出席
者有副会长吴木兴博士（代会长）、副财政郭绪泽夫妇，副交际陈天荣，
董事陈申泉、林雍杰。国际事务组沈茂強、章凯毓、吴荣福、许泽贤、郑
勇棉。

11.5	 新山中华公会于2014年8月2日（星期六）在新山伊斯干达国际教育城室内
体育馆举办24节令鼓国际观摩会暨大马精英赛。本会出席者是会长郭明忠
和总务陈辉明。

11.6	 国际潮团总会第十八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暨理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推荐刘
艺良先生担任国际潮商经济合作组织理事长、吴开松先生担任执行理事长
及陈新涛先生为秘书长。会议决定由刘艺良先生牵头成立理事会。

经刘艺良先生同意，确定于2014年8月4日（星期一）在澳门万豪轩酒家召
开国际潮商经济合作组织理事会议。本会会长郭明忠博士，总务陈辉明先
生代表出席。

11.7	 2014年8月12日汕头市金凤艺术团来新加坡进行友好访问演出，演出地点
在德明政府中学礼堂。副会长蔡纪典致辞热烈欢迎汕头市金凤艺术团来新
演出，感谢汕头市政府，特别是外事侨务局的鼎力支持，将组团逾50人的
代表团参与本会“三庆”活动，还向本会引荐了潮汕表演艺术团体，饮食
与文化及艺术界人士前来参与其盛。

演出结束，在潮州发记酒楼宴请访问团。第二天蔡纪典副会长代表会馆前
往访问团下榻处为其送行。

11.8	 马来西亚潮州工会联合会80周年
纪念暨第75届代表大会，马潮
联青第40届代表大会，马潮联
妇代表大会由马六甲潮州会馆主
办，并由马六甲惠来公会协办。
此次大会于2014年8月15日（星
期五）至17日（星期日），一
连三天在马六甲金沙湾度假村举
行。出席此次大会的有：副会长
黄建铭，总务陈辉明，副财政郭
绪泽，副交际陈天荣，董事陈申
泉、吴中博。国际事务组代表：
许泽贤、吴荣福、陈丽丽、张云
贤。青年团代表：林媛、黄锐
团、李耿镇、林樱楠、林俊耀、
辛树仁、郑永棉、黄朝群。 副会长黄建铭代表本会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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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2014年9月7日由副财政郭绪泽先生带团参加柔佛笨珍潮州会馆年庆。一同
前往的还有：董事陈申泉、林宝兴，国际事务组许泽贤、郑勇棉、林宝
兴、陈申泉、吴荣福先生、刘胜强、黄汉全。

11.10	 2014年11月2日（星期日）晚五时
正，潮州市市委常委徐和，潮州市
外事侨务局副调研员卢明涛以及潮
州市外事侨务局科长谢昭荣来会馆
参观交流。新加坡潮州总会、潮安
会馆及本会馆首次联合招待来宾。
主要出席者有：本会馆会长郭明
忠，副会长吴木兴，副财政郭绪泽
及国际事务组代表、青年团代表。
新加坡潮州总会署理会长黄南德和
副会长张福良及国内商业组、交际
组等理事代表；潮安会馆会长张冲
福及其会馆董事。交流会由本会馆
会长郭明忠主持，简短介绍各会馆
主要出席代表后，分别由本会馆郭
明忠和新加坡潮州总会黄南德致欢
迎词。其后，由潮州市市委徐和先
生致辞。会上播放了本会馆的介绍
短片，并互赠纪念品。会后黄南德
先生设宴东海岸珍宝海鲜，宴请来
宾。

本会馆与潮州总会在义安会议室联合接待来宾

潮州大厦前的合影留念

会议结束在东海岸珍宝海鲜宴请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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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加拿大国际潮团总会由会长林少毅先生亲自带团，一行五人于2014年11
月13日来本会馆参观拜访，由永远名誉会长吴南祥先生和总务陈辉明先生
代表接待。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制作编辑潮团通讯录收集资料，并
希望能够吸取本会举办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的宝贵经验。

11.12	 第六届潮商大会于2014年11月17－19日在中国广东省珠海市横琴隆重召
开。此届大会主题为“潮涌珠海，商展宏图”。本会馆会长郭明忠和总务
陈辉明荣幸受邀为大会题词。会长郭明忠题词为：“潮谊敦笃，誉满天
下”；总务陈辉明题词是：“潮商荟萃，再铸新篇”。总务陈辉明代表会
馆出席会议。

11.13	 2014年12月3日汕头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一行6人来本会馆访问，访问
团成员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黄俊潮、汕头市财政局局长林毅
荣、汕头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陈基平、汕头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
刘文华、汕头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主任科员周绮思、汕头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科员谢声荣。本会馆于当日下午5时30分在义安公司董事会议室
接待来访者。访问团来访的目的－宣传经中国国务院批复位于汕头经济特
区核心地带的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华侨试验区)。	 本会馆董事及国际
事务组成员接待了访问团。出席的有：会长郭明忠，副会长杨应法、黄建
铭、吴木兴，总务陈辉明，财政吴佶财，副财政郭绪泽，董事林本煜、沈
锐钊、陈才群、陈申泉、林雍杰、陈进兴、苏心敏、陈树生、陈天荣、陈
丽卿，国际事务组成员许泽贤、张创伟、吴荣福、郑友财、郑友兴、谢和
明、黄汉全、章凯毓、黄裕华、沈茂強、林国雄。本会向来访人员播放了
会馆介绍短片、简要报告了本会举办的“三庆活动”。会后在潮州发记宴
请访问团。

互赠纪念品

出席者合影留念

发记酒楼晚宴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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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于2014年12月10日在南方大学学院智雅大礼堂举行80
周年会庆，会长郭明忠，副会长吴木兴，总务陈辉明，财政吴佶财，副财
政郭绪泽，董事陈天荣、林雍杰、陈申泉、林本煜、陈丽卿，国际事务组
沈茂強、章凯毓、黄朝群、杨炳庆、陈丽丽、郑友兴、林强德、刘奇荣、
张云贤出席会庆。会长郭明忠为大会致辞，特别提及此次周年庆，邀请历
届会长参与，回顾和表彰前辈对会馆的贡献，激励年轻人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相信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将以庆祝成立80周年为起点，秉承办会宗
旨，积极开拓，锐意进取，为会员谋福祉，为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

12.	 其它
12.1	 本会名誉会长潘国驹教授荣膺英国伯明翰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荣誉董

事郑谦木PBM先生荣获新加坡国家发展部10年忠诚服务奖章，荣誉董事
李为万先生荣获教育部长期服务奖章。本会于2014年1月21日在《联合早
报》刊登贺词志庆。

12.2	 名誉会长洪振群先生2014年3月29日（星期六），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为幼
男洪伟雄举行结婚喜宴，本会馆喜敬贺仪名单如下：

12.3	 本会馆名誉会长潘国驹教授当选为新加坡国家科学院院士、黄海庆PBM先
生荣获新加坡教育部颁发“教育服务奖”，本会于2014年5月4日登报志
庆。	

12.4	 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会长拿督陈联顺先生于2014年5月5日凌晨1时45分过世
，5月8日晚上7时30分举行追悼会，由陈再藩先生主持，晚上9时则是各社
团公祭；出殡为5月9日中午1时。本会在《星洲日报》刊登了挽词哀悼。
会长郭明忠、副会长蔡纪典、财政吴佶财夫妇、董事陈才群、董事陈申泉
以及国际事务组吴荣福、黄思快、郑友兴等前往柔佛出席了追思会。

12.5　本会馆荣誉董事杜文滨老先生去世。本会馆董事于2014年6月14日晚8时前
往吊唁，并在《联合早报》刊登挽词哀悼。

序号 职务	 姓名 贺仪

1 会　长 郭明忠 200

2 副会长 蔡纪典 200

3 副会长 李长豪 200

4 副会长 黄文丰 200

5 总　务 陈辉明 200

6 副总务 陈荣贵 200

7 副财政 郭绪泽 200

8 董　事 陈俊文 200

9 董　事 曾国和 100

10 董　事 吴中博 200

合计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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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本会馆董事陈俊文先生令堂莊氏秀音太夫人去世。本会馆董事于2014年6
月17日晚7时30分前往吊唁，并在《联合早报》刊登挽词哀悼。

12.7		 本会馆荣誉董事谢松老先生去世。本会馆董事于2014年7月1日晚7时30分
前往吊唁，并在《联合早报》刊登挽词哀悼。

12.8　本会馆名誉董事刘特静先生令德配黄氏雪乔夫人去世。本会馆董事于2014
年7月2日晚7时30分前往吊唁，并在《联合早报》刊登挽词哀悼。

12.9　2014年7月4日登报祝贺本会馆副会长兼国际事务组主席拿督吴木兴博士
BBM先生荣膺KDYMM	 Sultan	 Mahmud	 Badaruddin	 III	 Sultan	 Negri	
Palembang	Darussalam	Darjah	Indera	Mangku	Sultan	Mahumd	Badaruddin	
III－(D.I.M.S)。

12.10	 2014年8月26日登报祝贺本会名誉会长洪振群先生荣膺新加坡共和国总统
颁赐公共服务奖章PBM、英女皇颁赐圣约翰员佐勋章S.B.St.J.，my	 CK	
Dept	store荣获人民协会颁发社区精神表扬奖2014－社区合作优异奖。

12.11	义安公司于2014年12月28日在义顺环路潮州公墓举行公祭。本会馆会长
郭明忠，副会长黄建铭，财政吴佶财，董事陈丽卿、林本煜、沈锐钊、林
宝兴前往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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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14年12月31日

附注 2014 2013

$ $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1		 11,212 8,780

流动资产	 	

存货 2	 28,113 -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 3 2,148,313 8,158

预付款项 2,748 -

定期存款 4 219,804 2,223,692

货币资金 1,117,667 942,195

3,516,645 3,174,045

资产总计 3,527,857 3,182,825

基金

累计基金 1,894,998 3,102,177

基金总计 1,894,998 3,102,177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 5 1,632,859 80,648

负债总计 1,632,859 80,648

基金与负债总计 3,527,857 3,182,825

28,113 -

2,148,313 8,158

2,748 -

219,804 2,223,692

1,117,667 942,195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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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结算表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附注 2014 2013

$ $

收入 	

周年纪念晚宴			 		 2,000 174,926

文教及相关活动	 	 - 8,800

捐赠收入 	 330,800 90,700

筹款收入 - 3,153,500

会员事务 22,927 5,790

老人院捐赠 11,509 -

集思营 - 42,331

国际事务组 55,000 31,280

潮语班 - 4,020

85周年纪念晚宴 1,018,533 -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 1,270,835 -

潮州节 4,306,490 -

收入小计 7,018,094 3,511,347

其他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103,602 2,580

利息收入 13,981 4,436

117,583 7,016

收入总计 7,135,677 3,518,363

营运费用总计	(第84页) (8,342,856) (679,289)

税前（净亏损）/	净盈余 (1,207,179) 2,839,074

所得税费用 6 - 343

当期税后（净亏损）/	净盈余 (1,207,179) 2,839,417

2,000 174,926

- 8,800

330,800 90,700

- 3,153,500

22,927 5,790

11,509 -

- 42,331

55,000 31,280

- 4,020

1,018,533 -

1,270,835 -

4,306,490 -

103,602 2,580

13,981 4,436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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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结算表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附注 2014 2013

$ $

营运费用 	

会计服务费			 		 2,200 3,050

广告费	 	 1,180 13,410

会员大会 	 751 11,338

周年纪念晚宴 - 116,643

审计费 9,200 3,000

银行手续费 276 138

经营费用 25,945 -

临时雇员 13,551 8,620

新春团拜 24,815 8,810

装艺游行 - 47,731

挽词与贺词 30,856 32,660

公积金（CPF） 26,362 9,396

文教委员会 338 6,196

牙科检查费 255 -

固定资产折旧费 1 5,344 2,111

捐赠与赞助费 13,860 13,500

招待费 8,041 36,030

外国劳工税 2,710 -

筹款捐赠费 - 90,221

杂费 360 -

国际事务组 43,151 -

设备租赁费 3,839 2,240

杂志期刊费 - 1,397

一般设备维修费 814 3,486

IT设备维修费 5,871 7,560

其他设备维修费 155 305

医药费 780 989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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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结算表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附注 2014 2013

$ $

营运费用（续） 	

会员事务费 21,324 -

报刊费 1,189 -

办公用品 1,405 -

老人院支出 11,509 -

邮寄费 807 6,720

印刷文具费 14,598 17,585

专业服务费 500 -

集思营 - 48,857

春到河畔 - 10,000

员工薪酬费 216,881 103,227

技能发展基金 - 174

纪念品赠送费 3,959 -

员工福利费 7,152 -

新潮流事务 2,280 -

订阅费 4,808 200

其他杂费 - 4,275

电话费 7,012 5,272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费用 - 60,440

潮语班费用 - 2,248

85周年纪念晚宴 706,246 -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 1,711,260 -

潮州节 5,409,961 -

交通费 3,934 1,460

参观潮州公会费 (2,623) -

营运费用总	(第82页) 8,342,856 679,289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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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变动表	
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累积基金 合计

$ $

	

2013年1月1日		 		 262,760 262,760

	

当期净盈余 	 2,839,417 2,839,417

2013年12月31日 3,102,177 3,102,177

当期净亏损 (1,207,179) (1,207,179)

2014年12月31日 1,894,998 1,894,998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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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2014 2013

$ $

营运活动现金流动

税前（净亏损）/	净盈余			 (1,207,179) 2,839,074

调整：

利息收入 (13,981) (4,436)

固定资产折旧费 5,344 2,111

营运资金变化前的的营运现金（亏损）/	盈余 (1,215,816) 2,836,749

营运资金变动:

存货的（增加）/	减少 (28,113) -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	减少 (2,140,155) 5,942

预付项目的（增加）/	减少 (2,748) -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	（减少） 1,552,211 80,648

营运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4,621) 2,923,339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776) (10,891)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0 (2,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869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0,093 (2,010,89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5,472 912,44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42,195 29,74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17,667 942,195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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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2014年12月31日

办公设备 合计

$ $

原值 	

2013年1月1日		 		 - -

本期增加 	 10,891 10,891
	

2013年12月31日 10,891 10,891

2014年1月1日 10,891 10,891

本期增加 7,776 7,776

2014年12月31日 18,667 18,667

累计折旧 	

2013年1月1日		 		 - -

本期增加 	 2,111 2,111
	

2013年12月31日 2,111 2,111

2014年1月1日 2,111 2,111

本期增加 5,344 5,344

2014年12月31日 7,455 7,455

净值 	

2013年1月1日		 		 - -

2013年12月31日 8,780 8,780

2014年12月31日 11,212 11,212

1.	固定资产

2.	存货

存货主要为举办活动存余的用于转售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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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2014年12月31日

2014 2013

$ $

应收账款		 		 1,745,143 -

应收消费税款（GST） 	 288,329 -

押金 986 986

其他应收款 113,855 7,172

2,148,313 8,158

2014 2013

$ $

应收账款		 		 1,620,996 77,648

其他应付款 	 1,673 -

预提费用 9,670 3,000

预收款项 520 -

1,632,859 80,648

2014 2013

$ $

(a)	应交所得税

期初余额		 		 - 343

以前年度多计提所得税 	 - (343)

期末余额 - -

3.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5.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

6.	所得税

4.	定期存款

截止报告日，定期存款的期限为10个月，利率为每季度0.25%（2013：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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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2014年12月31日

2014 2013

(b)	所得税费用 $ $

税率影响核对：

税前(亏损)/盈余		 		 (1,207,179) 2,839,074

使用17%进行税额计算(2013:	17%) (205,220) 482,643

不可抵扣费用产生的税务影响 571 359

免税收入产生的税务影响 - (482,316)

未确认的递延收益产生的税务影响 	 204,649 -

以前年度多计提的所得税 - (343)

- 343

6.	所得税（续）

依据新加坡所得税法案第134章的规定，截至2014年12月31日，会馆可用于弥补未来应纳税
盈余的税务亏损共计	 $	 1,204,000（2013：$Nil），可用于弥补未来应纳税盈余的捐款共计
43,000（2013：52,000）。未予确认由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资产的主要原因系其
带来的税务收益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不会实现。

2014 2013

$ $

应付租赁款:		 		

-	1年以内 	 3,588 3,839

-	2-5年 11,671 16,117

15,259 19,956

7.	经营租赁承诺

会馆租用了办公设备并就此签订了不可撤销的租赁协议。协议的到期日在一年以上，	未来
最低租赁付款额如下:

会馆为使用办公设备签订了经营租赁协议。此不可撤销的经营租赁协议剩余期限为41个月
（2013：5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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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by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4
In our opinion:
(a)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 (the “Huay Kuan”) are drawn up so 

as to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state of affairs of the Huay Kuan as at 31 December 
2014 and the results, changes in general and specific funds, and cash flows of the Huay 
Kuan for the year ended on that d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Singapor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and

(b)  at the date of this statemen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Huay Kuan 
will be able to pay its debts as and when they fall due.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has, on the date of this statement, authorised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issue.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
George Quek Meng Tong
President

......................................................
Tan Hui Meng
Honorary Secretary

......................................................
Woo Chee Chay
Honorary Treasurer

........................................................................................................................................................................................................................
Tan Hui MengTan Hui MengTan Hui MengTan Hui Meng
Honorary SecretaryHonorary SecretaryHonorary SecretaryHonorary SecretaryHonorary SecretaryHonorary Secretary

........................................................................................................................................................................................................................
Woo Chee ChayWoo Chee Chay

Honorary SecretaryHonorary SecretaryHonorary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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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to the Members of
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

Report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have audited the accompan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 (the 
“Huay Kuan”), which comprise the balance sheet as at 31 December 2014, and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and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funds for the year then ended, and a summary of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other explanatory notes.
Management Committe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at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Societies Act (Chapter 311) and Singapor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and for devising and maintaining a system of internal accounting 
controls sufficient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assurance that assets are safeguarded against loss 
from unauthorised use or disposition; and transactions are properly authorised and that they are 
recorded as necessary to permit the preparation of true and fair profit and loss accounts and 
balance sheets and to maintain accountability of assets.
Auditors’ responsibility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based on our audit. We 
conducted our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Singapore Standards on Auditing. Those standards require 
that we comply with ethical requirements and plan and perform the audit to obtain reasonable 
assurance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free from material misstatement.
An audit involves performing procedures to obtain audit evidence about the amounts and disclosures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procedures selected depend on the auditor’s judgment, including 
the assessment of the risks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In making those risk assessments, the auditor considers internal control relevant to 
the entity’s prepa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at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in order to design 
audit procedures that are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but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xpressing 
an opin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ntity’s internal controls. An audit also includes evaluat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ccounting policies used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accounting estimates 
made by management, as well as evaluating the overall present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believe that the audit evidence we have obtained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audit opinion.
Opinion
In our opini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Huay Kuan are properly drawn u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Societies Act (Chapter 311) and Singapor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so as to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state of affairs of the Huay Kuan as at 31 December 2014 
and the results, changes in general and specific funds, and cash flows of the Huay Kuan for the 
year ended on that date.
Report on other legal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
In our opinion, the accounting and other records required by the regulations enacted under the 
Societies Act (Chapter 311) to be kept by the Huay Kuan have been properly k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regulations.

ShineWing LLP
Public Accountants and
Chartered Accountants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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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Sheet 
as at 31 December 2014

Note 2014 2013

$ $

Non-current assets  
Plant and equipment   3  11,212 8,780
Current assets  
Inventories 4 28,113 -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5 2,148,313 8,158
Prepayment 2,748 -

Fixed deposits 6 219,804 2,223,692
Cash and bank balances 1,117,667 942,195

3,516,645 3,174,045

Total assets 3,527,857 3,182,825

Funds

Accumulated fund 1,894,998 3,102,177
Total funds 1,894,998 3,102,177

Current liabilities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7 1,632,859 80,648

Total liabilities 1,632,859 80,648

Total funds and liabilities 3,527,857 3,182,825

28,113 -

2,148,313 8,158
2,748 -

219,804 2,223,692
1,117,667 942,195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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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4

Note 2014 2013

$ $

Operating income  

Anniversary dinner receipts    2,000 174,926
Cultural council and events  - 8,800
Donations  330,800 90,700
Fund raising - 3,153,500
Membership entrance fees 22,927 5,790
Old folk’s home donation 11,509 -

Retreat missions receipts - 42,331
Teochew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55,000 31,280
Teochew language classes - 4,020
The 85th Anniversary Gala income 1,018,533 -

The 8th Youth Convention income 1,270,835 -

The Teochew Festival income 4,306,490 -

Total operating income 7,018,094 3,511,347

Other income

Government grants 103,602 2,580
Interest income 13,981 4,436

117,583 7,016

Total income 7,135,677 3,518,363

Total operating expenditures (Page 95) (8,342,856) (679,289)

Net (deficit)/surplus before income tax (1,207,179) 2,839,074

Income tax expense 8 - 343

Total (deficit)/surplus for the year 9 (1,207,179) 2,839,417

2,000 174,926
- 8,800

330,800 90,700
- 3,153,500

22,927 5,790
11,509 -

- 42,331
55,000 31,280

- 4,020
1,018,533 -

1,270,835 -

4,306,490 -

103,602 2,580
13,981 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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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4

Note 2014 2013

$ $

Operating expenditures:  
Accounting fees     2,200 3,050
Advertisement  1,180 13,410
AGM expenses  751 11,338
Anniversary dinner expenses - 116,643
Auditors’ remuneration 9,200 3,000
Bank charges 276 138
Business expenses 25,945 -

Casual workers 13,551 8,620
Chinese New Year expenses 24,815 8,810
Chingay expenses - 47,731
Condolences and congratulatory 30,856 32,660
CPF contributions 26,362 9,396
Cultural Group Expenses 338 6,196
Dental fee 255 -

Depreciation of plant and equipment 3 5,344 2,111
Donations and sponsorships 13,860 13,500
Entertainment 8,041 36,030
Foreign worker levy 2,710 -

Fund raising expenses - 90,221
General expenses 360 -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penses 43,151 -

Leasing of equipment 3,839 2,240
Magazines and periodicals - 1,397
Maintenance - General 814 3,486
Maintenance of IT equipment 5,871 7,560
Maintenance of other equipment 155 305
Medical fees 780 989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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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4

Note 2014 2013

$ $

Operating expenditures: (cont’d)  
Membership affairs expenses 21,324 -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1,189 -

Office supplies 1,405 -

Old folk’s home expenses 11,509 -

Postage and couriers 807 6,720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14,598 17,585
Professional fees 500 -

Retreat missions expenses - 48,857
River Hongbao expenses - 10,000
Salaries and related costs 216,881 103,227
Skill development levy - 174
Souvenirs 3,959 -

Staff welfare 7,152 -

Student’s Association Expenses 2,280 -

Subscription fees 4,808 200

Sundry expenses - 4,275
Telecommunication 7,012 5,272
Teochew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delegations - 60,440
Teochew language classes - 2,248
The 85th Anniversary Gala cost 706,246 -

The 8th International Youth Convention cost 1,711,260 -

The Teochew Festival cost 5,409,961 -

Transportation 3,934 1,460
Visit teochew association (2,623) -

Total operating expenditures (Page 95) 8,342,856 679,289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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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Changes in Funds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4

Accumulated Fund Total
$ $

 
At 1 January 2013   262,760 262,760

 
Net surplus for the year  2,839,417 2,839,417

At 31 December 2013 3,102,177 3,102,177

Net deficit for the year (1,207,179) (1,207,179)

At 31 December 2014 1,894,998 1,894,998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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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Changes in Funds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4

2014 2013

$ $

Operating activities

Net (deficit)/surplus before income tax   (1,207,179) 2,839,074

Adjustments for:
Interest income (13,981) (4,436)
Depreciation of plant and equipment 5,344 2,111
Operating (deficit)/surplus before 
working capital changes

(1,215,816) 2,836,749

Changes in working capital:
Inventories (28,113) -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2,140,155) 5,942
Prepayments (2,748) -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1,552,211 80,648
Net cash (expended in)/provided by 
operating activities

(1,834,621) 2,923,339

Investing activities

Acquisition of plant and equipment (7,776) (10,891)
Amount invested in fixed deposits 2,000,000 (2,000,000)
Interest received 17,869 -

Net cash provided by/(expended in) 
investing activities

2,010,093 (2,010,891)

Net increase in cash and bank balances 175,472 912,448

Cash and bank balances at 
beginning of the year

942,195 29,747

Cash and bank balances at end of the year 1,117,667 942,195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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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4
These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and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ccompan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1. Domicile and activities
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 (the “Huay Kuan”) was registered in Singapore as a Society and 
has its registered office at 97 Tank Road Singapore 238066. The Huay Kuan operates from 
the same address.
The principal activities of the Huay Kuan are to engage the Teochew communities and to 
promote Teochew culture, tradition and values.

2. Summary of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a) Basis of preparati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Singapor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FR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on the historical cost basis except for certain 
items as disclosed in the accounting policies below.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esented in Singapore Dollars which is the Huay Kuan’s 
functional currency.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conformity with FRS requires management to 
make judgements,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that affect the application of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the reported amounts of assets, liabilities, income and expenses. Actual 
results may differ from these estimates.
Estimates and underlying assumptions are reviewed on an ongoing basis. Revisions to 
accounting estimates are recognised in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estimates are revised and 
in any future periods affected.
Interpretations and amendments to published standards effective in 2014
On 1 January 2014, the Huay Kuan adopted the new or amended FRS and Interpretations 
to FRS (“INT FRS”) that are mandatory for application from that date. Changes to the 
Huay Kuan’s accounting policies have been made as requi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in the respective FRS or INT FRS. The adoption of these new or 
amended FRS and INT FRS did not result in substantial changes to the Huay Kuan’s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had no material effect on the amounts reported for the current or 
prior financial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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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Plant and equipment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Items of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measured at cost less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and 
accumulated impairment losses. Cost includes expenditure that is 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the acquisition of the asset.
Disposal
The gain or loss on disposal of an item of plant and equipment i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proceeds from disposal with the carrying amount of plant and equipment, and is 
recognised in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Subsequent costs
The cost of replacing a component of an item of plant and equipment is recognised in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item if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embodied 
within the component will flow to the Huay Kuan, and its cost can be measured reliably.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replaced component is derecognised. The costs of the day-
to-day servicing of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recognised in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as incurred.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on plant and equipment is based on the cost of an asset less its residual 
value. Significant components of individual assets are assessed and if a component has a 
useful lif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mainder of that asset, that component is depreciated 
separately.
Depreciation is recognised in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estimated useful lives of each component of an item of plant and equipment.
The estimated useful lives for the current and comparative periods are as follows:
Office equipment   –  3 years
Depreciation methods, useful lives and residual values are review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and adjusted if appropriate.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reviewed for impairment when events 
or changes in circumstances indicate that the carrying amount may not be recoverable.
Fully depreciated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retain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until they 
are no longer in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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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Financial instrument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assets
The Huay Kuan initially recognises loans and receivables and deposits on the date that 
they are originated. All other financial assets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on the trade date, 
which is the date that the Huay Kuan becomes a party to the contractual provisions of the 
instrument.
The Huay Kuan derecognises a financial asset when the contractual rights to the cash 
flows from the asset expire, or it transfers the rights to receive the contractual cash flows 
on the financial asset in a transaction in which substantially all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ownership of the financial asset are transferred. Any interest in transferred financial assets 
that is created or retained by the Huay Kuan is recognised as a separate asset or liability.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and the net amount presented in the balance sheet 
when, and only when, the Huay Kuan has a legal right to offset the amounts and intends 
either to settle on a net basis or to realise the asset and settle the liability simultaneously.
The Huay Kuan classifie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assets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Loans and receivables
Loans and receivables are financial assets with fixed or determinable payments that are 
not quoted in an active market. Such assets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at fair value plus 
any directly attributable transaction costs. Subsequent to initial recognition, loans and 
receivables are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less any 
impairment losses.
Loans and receivables comprise other receivables, deposits, and cash and bank balance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Financial liabilities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on the trade date, which is the date that the 
Huay Kuan becomes a party to the contractual provisions of the instrument.
The Huay Kuan derecognises a financial liability when it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re 
discharged, cancelled or expired.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and the net amount presented in the balance sheet 
when, and only when, the Huay Kuan has a legal right to offset the amounts and intends 
either to settle on a net basis or to realise the asset and settle the liability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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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ay Kuan classifie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into the other financial liabilities 
category. Such financial liabilities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at fair value plus any directly 
attributable transaction costs. Subsequent to initial recognition, these financial liabilities 
are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Financial liabilities comprise trade payables and accrual.

 (d) Inventories

Inventories are stated at the lower of cost and net realisable value. Cost of inventories is 
based on the first-in first-out cost formula and comprises all costs of purchase, costs of 
conversion and other costs incurred in bringing the inventories to their present location 
and condition.
Net realisable value is the estimated selling pric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less 
the estimated costs of completion and selling expenses. In arriving at the net realisable 
value, due allowance is made for all damaged, obsolete and slow moving items.

 (e) Impairment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assets
A financial asset not carried at fair value through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is assess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dat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objective 
evidence that it is impaired. A financial asset is impaired if objectiv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 loss event has occurred after the initial recognition of the asset, and that the loss 
even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s of that asset that can be 
estimated reliably.
Objective evidence that financial assets are impaired can include default or delinquency 
by a debtor, restructuring of an amount due to the Huay Kuan on terms that the Huay Kuan 
would not consider otherwise, indications that a debtor will enter bankruptcy, adverse 
changes in the payment status of borrowers or issuers in the Huay Kuan.
Loans and receivables
The Huay Kuan considers evidence of impairment for loans and receivables at both a 
specific asset and collective level. All individually significant loans and receivables are 
assessed for specific impairment. All individually significant receivables found not to be 
specifically impaired are then collectively assessed for any impairment that has been 
incurred but not yet identified. Loans and receivables that are not individually significant 
are collectively assessed for impairment by grouping together loans and receivables with 
similar risk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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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ssessing collective impairment, the Huay Kuan uses historical trends of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the timing of recoveries and the amount of loss incurred, adjusted for 
management’s judgement as to whether current economic and credit conditions are such 
that the actual losses are likely to be greater or less than suggested by historical trends.
An impairment loss in respect of a financial asset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is calculat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s carrying amount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s, discounted at the asset’s original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Losses are 
recognised in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and reflected in an allowance account 
against loans and receivables. Interest on the impaired asset continues to be recognised. 
When a subsequent event (e.g. repayment by a debtor) causes the amount of impairment 
loss to decrease, the decrease in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through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Non-financial assets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the Huay Kuan’s non-financial assets, other than inventories, are 
reviewed at each reporting dat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ny indication of impairment. 
If any such indication exists, then the asset’s recoverable amount is estimated.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an asset or cash-generating unit (“CGU”) is the greater of its 
value in use and its fair value less costs to sell. In assessing value in use, the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s are discounted to their present value using a pre-tax discount rate that 
reflects current market assessments of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the risks specific to 
the asset or CGU. For the purpose of impairment testing, assets that cannot be tested 
individually are grouped together into the smallest group of assets that generates cash 
inflows from continuing use that are largely independent of the cash inflows of other 
assets or CGU.
Impairment losses are recognised in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Impairment losses recognised in prior periods are assessed at each reporting date for any 
indications that the loss has decreased or no longer exists. An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if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in the estimate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An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does 
not exceed the carrying amount that would have been determined, net of depreciation or 
amortisation, if no impairment loss had been recogn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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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mployee	benefits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
A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is a post-employment benefit plan under which an entity pays 
fixed contributions into a separate entity and will have no legal or constructive obligation 
to pay further amounts. Obligations for contributions to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s 
are recognised as an employee benefit expense in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in the periods during which services are rendered by employees.
Accrual for short term accumulated compensated absences
Accrual for short term accumulated compensated absences is made for the Huay Kuan’s 
obligations to pay their employees their salary in the event of annual leave being utilised 
in the subsequent year.

 (g) Leases

When the Huay Kuan is the lessee of an operating lease
When the Huay Kuan has the use of assets under operating leases, payments made 
under the leases are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term of the lease. Lease incentives received are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total lease payments 
made. Contingent rentals are charged to the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in the 
accounting period in which they are incurred.

 (h) Income recognition

Membership fees
Membership fee is recognised as it accrues.
Donations
Donation is recognised and accrued as and when it is committed. Uncommitted donations 
are recognised upon receipt. Donation-in-kind is recognised when the fair value of the 
asset received can be reasonably ascertained.
Interest Income
Interest income is recognised as it accrues,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Other Income
Other income is recognised upon receipt.

 (i) Finance costs

Bank charges are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in the period in 
which they are in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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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Income tax

Income tax expense comprises current and deferred tax. Current tax and deferred tax are 
recognised in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it relates to 
items recognised directly in equity or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Current tax is the expected tax payable or receivable on the taxable income or loss for 
the year, using tax rates enacted or substantively enacted at the reporting date, and any 
adjustment to tax payable in respect of previous years.
Deferred tax is recognised in respect of temporar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purposes and the amounts used 
for taxation purposes.
Deferred tax is measured at the tax rates that are expected to be applied to temporary 
differences when they reverse, based on the laws that have been enacted or substantively 
enacted by the reporting date.
Deferred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if there is a legally enforceable right to offset 
current tax liabilities and assets, and they relate to income taxes levied by the same tax 
authority on the same taxable entity.
A deferred tax asset is recognised for unused tax losses, tax credits and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future taxable profits will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y can be utilised. Deferred tax assets are reviewed at each 
reporting date and are reduc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no longer probable that the related 
tax benefit will be realised.

 (k) Related parties

A related party is defined as follows:
(a) A person or a close member of that person’s family is related to the Huay Kuan if that 

person:
(i) Has control or joint control over the Huay Kuan;
(ii)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the Huay Kuan; or
(iii) Is a member of the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of the Huay Kuan or

(b) An entity is related to the Huay Kuan if any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pplies:
(i)  The entity and the Huay Kuan are members of the same group (which means 

that each parent, subsidiary and fellow subsidiary is related to the others);
(ii)  One entity is an associate or joint venture of the other entity (or an associate or 

joint venture of a member of a group of which the other entity is a member);
(iii) Both entities are joint venture of the same thir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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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One entity is a joint venture of a third entity and the other entity is an associate of 
the third entity.

(v)  The entity is a post-employment benefit plan for the benefit of employees of 
either the Huay Kuan or an entity related to the Huay Kuan. If the Huay Kuan is 
itself such a plan, the sponsoring employers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Huay Kuan;

(vi) The entity is controlled or jointly controlled by a person identified in (a);
(vii) A person identified in (a) (i)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the entity or is a member 

of the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of the entity (or of a parent of the entity).
(l) Contingencies

A contingent liability is:
(a) a possible obligation that arises from past events whose existence will be confirmed 

only by the occurrence or non-occurrence of one or more uncertain future events not 
wholly within the control of the Huay Kuan; or

(b) a present obligation that arises from past events but is not recognised because:
(i)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an outflow of resources embodying economic benefits will be 

required to settle the obligation; or
(ii) The amount of the obligation cannot be measured within sufficient reliability.

A contingent asset is a possible asset that arises from past events and whose existence 
will be confirmed only by the occurrence or non-occurrence of one or more uncertain 
future events not wholly within the control of the Huay Kuan.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assets are not recognised in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Huay 
Kuan.

(m) Provisions

A provision is recognised if, as a result of a past event, the Huay Kuan has a present legal 
or constructive obligation that can be estimated reliably,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an outflow 
of economic benefits will be required to settle the obligation. Provisions are determined 
by discounting the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at a pre-tax rate that reflects current market 
assessments of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the risk specific to the liability. The unwinding 
of the discount is recognised as finance cost.

(n) New standards and interpretations not adopted

A number of new standards, amendments to standards and interpretations are effective 
for annual periods beginning after 1 January 2014, and have not been applied in preparing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management expect that the adoption of the above 
standards and interpretation will have no material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the period of initi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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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4

Office equipment Total
$ $

Cost  

At 1 January 2013    - -

Additions  10,891 10,891
 

At 31 December 2013 10,891 10,891

At 1 January 2014 10,891 10,891
Additions 7,776 7,776

At 31 December 2014 18,667 18,667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At 1 January 2013    - -

Depreciation for the year  2,111 2,111
 

At 31 December 2013 2,111 2,111

At 1 January 2014 2,111 2,111
Depreciation for the year 5,344 5,344

At 31 December 2014 7,455 7,455

Carrying Amount  
At 1 January 2013    - -

At 31 December 2013 8,780 8,780

At 31 December 2014 11,212 11,212

3. Plant and equipment

4. Inventories
Inventories represent excess articles from events held for re-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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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4

2014 2013

$ $

Trade receivables    1,745,143 -

GST receivables  288,329 -

Deposit paid 986 986
Sundry receivables 113,855 7,172

2,148,313 8,158

2014 2013

$ $

Trade payables    1,620,996 77,648
Accrued operating expenses  9,670 3,000
Advance receipts 520 -

Sundry payables 1,673 -

1,632,859 80,648

5.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7.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6. Fixed deposits
Fixed deposits mature within 10 months from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and 
bears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of 0.25% (2013: 0.25% to 0.80%) per an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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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3

(b) Income tax expense $ $

Reconciliation of effective tax rate:
(Deficit)/Surplus before income tax  (1,207,179) 2,839,074
Tax calculated using Singapore tax rate of 
17% (2013: 17%) 

(205,220) 482,643

Tax effect of non-deductible expenses 571 359
Tax effect of tax exemption - (482,316)
Tax effect of deferred tax benefits not 
recognised

204,649 -

Over provision in prior years - (343)
- 343

As at 31 December 2014, the Huay Kuan have tax losses and donation of $1,204,000 (2013: 
$Nil) and $43,000 (2013: 52,000) respectively, are available for set-off against future taxable 
profit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Singapore Income Tax Act, Chapter 134. Deferred tax 
asset has not been recognised in respect of the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because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future taxable profit will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 Huay Kuan can 
utilise the benefits therefrom.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4

2014 2013

$ $

(a) Income tax payable
Balance at beginning of the year   - 343
Over provision in prior years  - (343)
Balance at end of the year - -

8. Income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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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eficit)/Surplus for the year

2014 2013

Payable: $ $

- within 1 year  3,588 3,839
- within 2 to 5 years 11,671 16,117

15,259 19,956

10. Operating lease commitments
The Huay Kuan leases certain office equipment under a lease agreement that is non-
cancellable and expiring more than one year. The future minimum lease payments are as 
follows:

The Huay Kuan has entered into operating lease agreement for office equipment. These 
non-cancellable operating leases have remaining lease terms of up to 41 months (2013: 53 
months).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4

Note 2014 2013

The following items have been included in 
arriving at (deficit)/surplus for the year: $ $

Depreciation of plant and equipment  3  5,344 2,111
Operating leases expenses  3,839 2,240
Staff costs:
- Salaries and related costs 216,881 103,227
- CPF contribution 26,362 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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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3

Financial assets $ $
Loans and receivables 
(including cash and bank balances)  

-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2,148,313 8,158
- Fixed deposits 219,804 2,223,692
- Cash and bank balances 1,117,667 942,195

3,485,784 3,174,045
Financial liabilities
Liabilities at amortised cost
-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1,632,859 80,648

 (b)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objectives

The Huay Kuan is exposed to financial risks arising from its operations and the us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key financial risks include credit risk and liquidity risk.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reviews and agree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risks. Risks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systems are reviewed 
regularly to reflect changes in market conditions and the Huay Kuan’s activities.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to the Huay Kuan’s exposure to these financial risks or the 
manner in which it manages and measures the risks.
Credit risk management

The Huay Kuan has a credit policy in place which establishes credit limits for customers 
and monitors their balances on an ongoing basis. Credit evaluations are performed on 
all customers requiring credit over a certain amount. If the customers are independently 
rated, these ratings are used. Otherwise, the credit quality of customers is assessed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financial position and past experience with the customers.
There exists concentration of credit risk with respect to trade receivables. Trade receivables 
are generated primarily from one (2013: Nil) major customer. The amounts receivable from 
this customer represented approximately 89% (2013: Nil) of the total trade receivables of 
the Huay Kuan. Management believes that the financial standing of this customer which is 
a major corporation substantially mitigates the Huay Kuan’s exposure to credit risk.

11.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a)	Categorie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following table sets out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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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ity risk management
Liquidity risk is the risk that the Huay Kuan will encounter difficulty in meeting financial 
obligations due to shortage of funds. The Huay Kuan monitors its liquidity risk and 
maintains a level of cash and bank balances deemed adequate by management committee 
to finance the Huay Kuan’s operations and to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fluctuations in cash 
flows.
The Huay Kuan is dependent on its members’ contribution and donations to meet 
recurring expenditure.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confident that funds from its members 
will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12. Fair valu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Fair valu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by classes that are not carried at fair value and 
whose carrying amounts are reasonable approximation of fair value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with a maturity of less than one year 
(including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fixed deposits, cash and bank balances,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are assumed to approximate their fair values because of the short period to 
maturity.

13. Accounting estimations and judg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he Huay Kuan’s accounting policies, which are described in Note 
2,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are no instances of application of 
judgements which are expected t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mounts recognis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14. Authoris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re authorised for issue by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n the 
date of the Statement by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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