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日休假启事

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各诊所休假一天

11月22日（星期二）照常开诊
本所每年约需8百万元维持营运费用，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仍然得到
许多善心人士的支持捐献，谨此致以衷心感谢，祝大家身心康乐！

请点击本所网页 www.sbfc.org.sg 了解更多详情

各所诊症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六

8:30am -12:00pm
1:30pm-5:00pm

(星期日休息)

072022年11月14日　星期一新加坡

陈爱薇　报道
tangaw@sph.com.sg

　　位于武吉巴督西5道的新加
坡竹林寺重建工程历时五年，耗
资2000多万元，现以宏伟壮丽的
面貌成为我国西部一处弘扬佛教
的圣地。竹林寺下来将积极推动
慈善事业，促进种族宗教和谐。
　　有33年历史的竹林寺在1989
年注册为佛教团体，1994年标得
武吉巴督现有地段，2000年建起
竹林寺。
　　数十年里，竹林寺香火鼎
盛，信众日益增多，庆祝佛诞和
各种佳节庆典时，空间不敷使
用，加上学生多但课室不足，管
委会理事几经商议，决定重新修
建宝寺。
　　工程在2016年展开，2021年
年底完成，并定在11月19日星期
六举行竹林寺开山33周年暨落成
庆典，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
财主持开幕。
　　重建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是建
筑总监林庆发，他大胆采用新技
术和新建材，门窗、罩顶和斗拱
弃用木料，改用更易维修的中式
仿古铝镁锰合金，表面以金色氟
碳漆处理，突出建筑的富丽庄
严，不但节省不少成本，还可延
长建筑寿命。
　　焕然一新的竹林寺保留了传
统寺庙建筑风格。算上地下层，
楼共高六层，总楼面面积约3144
平方公尺，较原有三层旧建筑，
可容纳更多设施。
　　其中，一楼为圆通宝殿，供

奉毗卢观音、送子观音和伽蓝菩
萨；二楼是办公室、会议厅和竹
林坛；三楼是厨房和食堂；四楼
是佛学课堂和福慧教育中心；五
楼是法师廖房。地下层则是殿
堂，分为圆通讲堂、安放神主牌
的功德堂、安放骨灰塔的安养堂
和图书馆。

宝寺地标观音圣像 
现已重新铺上金箔
　　至于宝寺的地标，仍然是一
尊12米高的露天纯铜滴水观音圣
像，乃东南亚最高，现已重新铺
上金箔，寺院围墙还刻上了观世
音菩萨经典事迹的浮雕。
　　竹林寺主席何国才接受《联
合早报》访问时说：“冠病疫情
拖延了重建工程的进度，但在已
故前主席林金聪和其他理事的努
力下，去年底这座风格独特的建
筑终于落成，向人们展示集佛教
文化和旅游景点于一体的全新面
貌。现在竹林寺建筑面积已扩

大，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佛教文
化，加强学童的佛家启蒙教育，
开展更多佛教研习课程。此外，
我们将参与更多扶危济困的慈善
事业，提倡宗教及种族和谐的新
加坡文化。”

竹林寺计划与旅游局合作 
吸引海内外游客参观
　　竹林寺还计划与新加坡旅游
局合作，将竹林寺列为西部地标
之一，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及佛
教团体前去参观。
　　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也是
竹林寺方丈，他指出，竹林寺建
在西部是很好的因缘，除了能为
西部居民和信众提供一个学佛的
道场，扩大弘法，寺院也可安排
法师引领游客诵经绕佛，借此加
深国内外人士对佛教的认识，推
广佛教旅游。
　　竹林寺副主席兼庆典筹委会
主席林清荣说，重建后的竹林寺
建筑风格与周围优美风光相结

合，既能弘扬佛教文化，也能成
为旅游景点，为我国的旅游发展
作出贡献。
　　总务蔡和泰也说：“竹林寺
的建筑错落有致、气势宏伟，众
信徒可在宽敞明亮，现代化设备
齐全的讲堂学佛和礼佛。它不仅
是一个净化人心的道场，也是一
个具有多元功能的小区中心，我
们将努力把它打造成佛教文化教
育培训、对外交流和礼佛观光的
新亮点。”
　　除了教化众生，竹林寺一向
热心公益，将在庆典当天捐助30
万元给40个慈善机构，对象包括
回教堂、印度庙，以及其他华
人庙宇和文化艺术团体。11月27
日，竹林寺还将派发400个礼包
给西部低收入人士，并邀请他们
品尝素宴。竹林寺的素食一天三
餐全年免费给公众享用。
　　配合宝寺重建落成，竹林寺
将于明年1月举行为期21天的华
严法会。

五年耗资逾2000万元

竹林寺重建工程落成
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
焕然一新的竹林寺保留了
传统寺庙建筑风格。算上
地下层，楼共高六层，总
楼面面积约3144平方公
尺，较原有三层旧建筑，
可容纳更多设施。

竹林寺主席何国才（中）与福利林荣来（左起）、副总务叶和源、总务蔡和泰、副主席林清荣、建筑总监林
庆发、副财政董国荣等管委会成员，致力把竹林寺打造成弘扬佛法的佛教圣地和旅游观光景点。（关俊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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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帮助生计受疫情影响的会
员，武吉班让福建公会成立会员
援助计划，为有需要的会员雪中
送炭。
　　公会会长廖锦祥说：“提出
申请的会员只要通过评估，我们
就会根据对方的需要提供相应的
援助。这项计划即使在疫情缓解
后也会继续下去，以帮助一些弱
势会员。”
　　武吉班让福建公会向来致力
于为会员谋福利，成立后不久就
着手组织互助会，让顿失亲人的
会员与家属能及时得到安慰和丧
事协助。这个互助制度一直延续
至今。
　　此外，公会每年都会派发度
岁金给会员及家属，发放对象近
年扩大到武吉班让、蔡厝港、正
华、凯秀、武吉巴督、林景和吉
丰区的弱势群体，以及慈善组织
新中央狮子会的低收入家庭。公

会每年也会捐款3万元给六个慈
善机构。
　　教育方面，除了每年颁发给
会员子女的奖助学金，公会每个
周末举办的儿童与成人弟子规课
程，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线上学
习平台“群书治要360课程”都
是免费的。
　　成立于1958年的武吉班让福
建公会是新加坡西部福建乡亲的
地方性组织，也是本地唯一以社
区命名的乡亲会所。二战后，武
吉班让、蔡厝港、林厝港和裕廊
等西北部地区虽较偏远但人口日
渐稠密，闽籍乡亲便共同组织同
乡会，旨在联络同乡感情，大家
互惠互助。
　　公会会所位于武吉知马路
上段794号，目前会员超过1000
名。第31届理事会去年就职，邀
请武吉班让区议员连荣华加入担
任名誉顾问。明年是公会成立65
周年，副主席傅春家将担任庆典
筹委会主席。

武吉班让福建公会援助计划
雪中送炭助会员渡疫情难关

团缘

黄少伟　报道
ngdennis@sph.com.sg

　　潮州八邑会馆及揭阳会馆与
新跃社科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为潮商提供进修学习的机会，培
养企业家在瞬息万变的数码经济
环境下，拥有创新转型的应变能
力。这是本地会馆首次跟新加坡
大学合作推出企业培训课程。

潮商终身学习平台启动
　　签署仪式星期天（11月13
日）在潮州八邑会馆93周年庆典
晚宴上举行，在主宾副总理兼经
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的见证
下，会馆和大学启动了一个给潮
商提供的终身学习平台。
　　王瑞杰致辞时，赞扬这是一
项好计划，并鼓励会馆再接再
厉，帮助本地企业转型，牢牢抓
住新机遇。他指出，政府2016年
推出的产业转型蓝图（ITM），
为的就是协助企业加快创新和转
型的步伐，应对未来挑战。
　　他说：“在劳资政三方的努
力下，产业转型蓝图取得了良
好成效，而我们也正在更新一系
列的蓝图。我鼓励所有企业积极
参与其中。企业要转型，企业领
导人是关键。我很高兴看到八邑
会馆与揭阳会馆和新跃社科大学
合作，为潮商开办大师班课程，
传授企业领导人务实的创新转型
策略，帮助他们加强海内外业
务。”

培训课程可助潮商 
精准有效利用数码科技
　　潮州八邑会馆副会长兼揭阳
会馆会长林宝顺博士接受《联
合早报》访问时指出，会馆经过
将近一年的努力才跟新跃社科大
学达成合作协议，让潮商能用技
能创前程培训补助（SkillsFuture 
Credit）报读大师班课程。
　　培训课程能让潮商更精准有
效地利用数码科技，加强企业韧
性、规模与应变能力，在瞬息万
变的数码经济环境下将业务做强
做大。大学也会主办专题讲座和
分享会，邀请杰出企业家分享他
们的成功秘诀。

　　培训课程优先开放给潮商报
名，预计明年第二季开课，一班
有20至25名学员。
　　林宝顺说：“不少第一代潮
商没有机会上大学，我们希望
通过这项培训课程让他们有机会
到大学学习。课程学费最高3万
元，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能补助
九成费用。培训课程也能吸引较
年轻潮商，让他们向成功企业家
学习，传承潮商的创业精神。”
　　93周年庆典晚宴是潮州八邑
会馆继2019年在义顺卡迪广场主
办90周年庆千人宴后，第一个大
型庆典活动。
　 　 会 长 曾 建 权 致 辞 时 说 ：
“‘携手、传承、创未来’是过
去四年董事会提出的奋斗目标，
董事们尽职地履行了责任和义
务，夯实会馆发展根基，凝聚潮
社力量，培养年轻人并委以他们
重任，做好承前启后的工作。”
　　加入潮州八邑会馆12年的曾
建权连续担任了两届四年的会
长，为会馆作出不少贡献，个人
捐献至少50万元，在晚宴上获董
事会委任为永远名誉会长。
　　至于跟义安公司长达五年的
官司，曾建权受访时表示有望庭
外和解，但不愿透露详情，只说
希望明年2月现任董事会卸任前
能圆满解决。
　　他说：“与义安公司的潮州
大厦产权纠纷，让我们重温历
史，追溯会馆成立、发展、壮大
的历程，加深我们对会馆及本地
潮社的认识，从中汲取奋发进取
的动力。”
　　共有1300人出席八邑会馆在
新达新加坡会展中心的晚宴，潮
州社群济济一堂。晚宴一大亮点
是全场节目和筹备工作都由过去
两届参与“潮州美姐选美赛”的
佳丽负责，筹委会主席是八邑会
馆董事兼潮女组主任张思丽。
　　她说：“压力很大，因为每
个人都在看我这个女主席到底是
否有能力。但我有跨国企业的工
作经验，举办过很多大型活动，
都没有遇到很大的问题。感谢会
长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这让筹备
工作更为顺利。”

首次与本地大学联办培训课
潮州八邑与揭阳会馆
提升潮商创新转型能力

潮州八邑会馆副会长兼揭阳会馆会长林宝顺博士（左起）、新跃社科
大学校长张起杰教授、副总理王瑞杰、八邑会馆会长曾建权参与签署
合作备忘录仪式。（李冠卫摄）

【活动】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

总会本月18日（星期五）傍
晚6时30分在会馆举办《华
汇》创刊10周年庆典，主宾
是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
年部政务部长刘燕玲。活动
也邀请了三位移居本地多年
的嘉宾，他们将与大家分享
移民新加坡和融入社群的心
路历程。报名网址：http://
lnkiy.in/oneness10。
　　义安公司属下的义安文
化中心本月19日至27日，上
午11时至傍晚7时，在南洋
艺术学院校园一的义安公司
展览厅1与2及林学大展厅举
行“第24届义安全国潮人艺
术展”。展出111位艺术家
的121件作品，包括书法、
水墨画、油画、水彩画、亚
克力画、雕塑、摄影及数码
绘画等。电话：67088055／
67379555

　　南华潮剧社与新加坡
华 族 文 化 中 心 1 2 月 6 日 和
7 日 在 华 族 文 化 中 心 举 办
“文化Fun假营”，让孩子
们接触优秀的中华文化，
了解华族艺术。节目包括
戏曲工作坊、彩绘脸谱、
华乐体验、武术表演等。
欢 迎 6 至 1 0 岁 儿 童 参 加 。
报名网址：https://forms.gle/
ivLh83Vjifeudc3t7。电话：
69040030／96770209
　　新加坡锺氏总会12月
12日至16日举办为期5天的
“儿童文化营”，活动以传
承文化使命为宗旨，培养下
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有兴趣的家长请上https://bit.
ly/3TxQzqc了解详情。12月2
日（星期五）报名截止。电
话：62936452

【课程】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12
月3日（星期六）晚上7时开
办海南歌谣会话班。报名电
话：63384968／97835373

与团共聚

武吉班让福
建公会明年
庆祝成立65
周年。前排
左起是副主
席王建龙、
主 席 廖 锦
祥、副主席
傅春家；后
排左起是副
总务傅开成
和总务林掌
裕。
（龙国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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