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Website: www.sianchay.org.sg
UEN: S62SS0055D

IPC: HEF 0039/G

办公室：610B Geylang Road (off Lorong 36) Singapore 389549.
Tel: 6744 1891 Fax: 6744 3082 Email: info@sianchay.org.sg

芽笼总社 Geylang Main Branch
芽笼路610号 610 Geylang Road (off Lorong 36) Singapore 389549 Tel : 6744 1512 Fax : 6744 3082
诊病时间：9:00 am - 12:00 pm / 1:00 pm - 5:00 pm
Closed on Sunday & Public holiday 星期日与公共假期休息

黄埔分社
Whampoa Branch
陶纳路第103座组屋
Blk 103 Towner Road #01-296
Singapore 322103
Tel : 6391 7421 Fax : 6391 9634
诊病时间：
9:00 am - 1:00 pm
2:00 pm - 4:45 pm
6:00 pm - 8:00 pm
Closed on Thursday, Saturday night,
Sunday & Public holiday
星期四、星期六晚上、星期日与公共假期休息

白沙西分社
Pasir Ris West Branch
伊莱雅路第605座组屋
Blk 605 Elias Road #01-200
Singapore 510605
Tel : 6583 0743
诊病时间：
9:00 am - 1:00 pm
2:00 pm - 6:00 pm
Closed on Tuesday,
Sunday & Public Holiday
星期二、星期日与公共假期休息

牛车水分社（只有推拿理疗）
Chinatown Branch (only Tuina Therapy)

宏茂桥-后港分社
AMK-Hougang Branch
后港4道第603座组屋
Blk 603 Hougang Ave 4
#01-221 Singapore 530603
Tel : 6383 5905 Fax : 6383 5329
诊病时间：
9:00 am - 1:00 pm
2:00 pm - 4:45 pm
6:00 pm - 8:00 pm
Closed on Thursday, Saturday night,
Sunday & Public holiday
星期四、星期六晚上、
星期日与公共假期休息

榜鹅南分社
Punggol South Branch
后港51街第550座组屋
Blk 550 Hougang Street 51 #01-168
Singapore 530550 Tel : 6385 9388
诊病时间：
9:00 am - 1:00 pm
2:00 pm - 4:45 pm
6:00 pm - 8:00 pm
Closed on Wednesday, Monday/
Thursday/Saturday nights,
Sunday & Public holiday
星期三、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六晚上、
星期日与公共假期休息

万达街第5座组屋
Blk 5 Banda Street
#03-86 Singapore 050005
Tel : 6410 9593
诊病时间：
9:00 am - 12:00 pm
1:15 pm - 6:30 pm
Closed on Saturday,
Sunday & Public Holiday
星期六、星期日与公共假期休息

文礼分社
Boon Lay Branch（Opening April 2015）
文礼坊第209座组屋
Blk 209 Boon Lay Place
#01-239 Singapore 640209
诊病时间：
9:00 am - 1:00 pm
2:00 pm - 4:45 pm
6:00 pm - 8:00 pm
Closed on Monday, Saturday night,
Sunday & Public holiday
星期一、星期六晚上、
星期日与公共假期休息

谢谢 感恩 祝福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114年历史
（1901－2015）

百年善济 积善行德
保健养身 幸福生活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弘扬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帮助社会上不幸且需要协助的人士，

使命

完成社会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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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医社
慈善献爱心倡议书

感恩晚会主宾献词

积德成福
善行天下
五十载的春夏秋冬，半个世纪的奋力前行，新加坡即将迎来
金禧之庆。但越过这繁华盛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人在闷热的巴
刹收碗碟、在深夜里开着德士、在晨曦中清扫街道。长年累月积
劳成疾罹患的各种疾病，却常常因昂贵的医药费而延误治疗。
善济医社的使命便缘由于此。目睹贫弱同胞之疾苦，怀揣善
心仁德的贤达之士，自发筹建起这座施医赠药的医社，开在街坊邻
欣闻拥有114年历史的善济医社将举办大型的感恩大会，
以答谢多年来对医社鼎力支持的善心人士，我感到十分感动。
善济医社成立于1901年，由一批热心善人自发筹组施医
赠药的小医社，发展成今日许多贫困者求医问药的场所，百年

里，为贫寒者提供即时问诊就医的去处。一举为善而天下知，集合
众多仁爱之士的献赠，先贤们一代接一代，悉心经营，让善济医社
在博施济众、救死扶伤的道路上，从未间断地走过了一百一十四
年的漫长岁月。

来不断地寻求进步、扩展。目前已有5间分社分布在不同社区的

在善济医社，病黎得到的不仅仅是疾患的治愈，还在点滴的

善济医社，诊病人数2014年多达3.4万人次。求诊人数虽然不断

呵护关爱中，滋养了内心向善向上的力量。善济犹如一道慈爱的

增加，善济医社仍依旧坚持“看病免费，拿药$2”的原则，通过

阳光，在它的温暖沐浴下，许多人重拾信心和动力，更勇敢地去面

中医针灸、推拿等方式，为各族群的病人服务。

对生活的挑战。

创立至今，善济医社庞大的医疗、人工和设施管理费用，

回首百年来时路，善济医社一直受惠于社会各界的大力资

全由善心人士和企业热心捐款来维持。衷心感谢善心人士以不

助，患者日多，声誉益增。随着分社的增开，善济的支出与日俱

同的方式关心、关爱，及支持善济，让善济这些年来能不断地为

增，筹资变得迫急。但在现任全体董事的齐心协力下，如今的善

有需要的民众服务。

济已走上稳步拓展的道路。从这个新的起点，善济发愿要救助更

谨此祝愿感恩大会圆满成功，并祝愿善济医社百尺竿头、

多贫难百姓，将医社开在他们的身边，到他们最需要的地方去。
众善聚合，诸事圆满。善济医社需要您的爱心，需要您的慷

更进一步！

慨相助。
众生平等，对他人的慈善，也是对自己的慈悲。愿我们在捨

蓝彬明医生
卫生部政务部长
盛港西国会议员

得中铸造智慧人生、开拓人生新境界，用真诚、善良和美愿共同谱
写一曲永恒的生命赞歌。
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善济医社全体董事及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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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医社主席献词

善济医社位于
明古连街124号时
的旧貌

上善若水，
大爱无疆。
慈善，是一种责任，一种品格，一种内涵，
一种价值观，一种文化修养。慈善作为一种

起＂，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能一起参与善济医
社之慈善事业。

思想观念、道德行为和社会事业，是人类自身

善济医社过去现在将来都得到各位领导、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更是人类传递跨越性

社会各界人士与好友的关心和支持。因为有了你

大爱的至善之举。慈善事业既是世界各国倡导

们的鼎力相助，我们才能持续为更多有需要的人

的一种光荣的公益事业，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

服务。我们因为缘分而相识，因为相同的理念而

种高尚行为。

相惜。我心中对于你们的感谢，是千言万语也说

关于善济医社

1901 历史的回顾

自2008年开始参与善济医社活动，对这个

不尽。今天的晚会，是表达感谢的开始，一个团

已有着了一百一十四年的历史伟绩，有着许多的

队，不是个人行为，是团体的力量，我很感谢董

感慨！多年来我热心参与公益事业，希望通过自

事部全体同仁及善济医社的同事们，大家用心的

己的努力来扶危济困，造福人类，广结善缘，在

努力付出与贡献。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以

自己的经营过程中实现兼济天下的大爱感恩理

行动回馈这一份信任。我将为慈善继续奋斗，以

想。这既是我的一份心意，也是我理应对社会、

构建健康社会为目标、光大善济慈善事业、推动

经历百年沧桑巨变，善济医社至今依旧以

公众和道义承担的责任。未来我还将会持续不断

发展并为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

造福社会，服务民众，成为施医赠药的典范。

1901年，在新加坡小坡维多利亚街，由

一批热心善人自发筹组的施医赠药
的善济医社，成为许多贫困者求医问药的场所。

仁心仁术

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困

新 的 一 年 的 来 临 ，我 们 都 将 迎 来 新 的 挑

难群众，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发扬众生知感恩

战。让我们从今晚开始，无畏惧困难，从心出

而天下安宁，众生知自觉而天下太平的理念。

发，学习乐观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学习关怀身

历史追溯到1901年，处于英殖民地的新加坡，

善济医社的管理层，根据卫生部的指导管

边的亲人好友，为他们付出，为社会，为国民，

很多穷苦人士从中国沿海一带飘洋过海来讨生活。

理准则，进行严格管制审批，合理使用善款，使

尽 一 份 绵 力 ，尽 公 民 的 义 务 和 责 任 。 在 此 ，

因为气候炎热，疾病丛生，寻医问药成了难题。

基金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秉承着先贤的善济遗

恭祝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志，全体上下一心，履行工作职责，充分发挥积

事业顺利!

生活拮据的穷困人家，往往
延误病情，即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医药照顾，

善精神，广泛联系社会资源，积极鼓励，吸引更

感恩！祝福！

又因为温饱都无法解决，贫病交困，处境堪怜。

多的善心人士，共同投身关心回馈社会之慈善事
业，创造幸福和谐生活环境，
＂从我做起，从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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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顺发BBM
善济医社主席

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善心人士筹组了善济医社，
为贫苦病黎服务。

5

1916年迁入明古连街
董事暨职员

于明古连街

旧址留影。

跨过百年沧桑历史，走过114年峥嵘岁月，

黄埔及白沙西，文礼分社也将于2015年上半年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善济医社百年如一日，为

入服务。善济医社计划未来在全岛增设至20间，

无论阶层，
不分种族，
均一视同仁，施医
赠药，造福人群。这百年来，不计其数的病

以同样的理念，施医赠药，推拿理疗，提供全方

贫困大众的服务从没有间断。

黎得到了及时的医治，社会各界对善济也给予肯
定和赞许，支持和信任，让善济医社在本岛声名
鹊起。

。
事暨职员留影

咨询委员会合作在榜鹅南成立了康乐中心，
为居民提供心理健康咨询、多种保健与运动课程
及活动、流动图书馆、以及各种康乐游戏等等...
至今已造福了8千多位居民。善济医社与文礼公
民咨询委员会、 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合作成
立的文礼康乐中心也将于2015年上半年投入服务

一九一六年董

自第七十八届（2008）至今，主席卓顺发、
副主席林雍杰、邱汉春、郭觀華，总务张仰兴、
交际主任蔡瑞华及全体董事们，秉承着先贤们的
宏愿，跳出传统的框架，与时并进，不分肤色与
宗教，走入邻里社区，接二连三，开设分社，服
务民众！同时也积极参与社区慈善项目，提高健

善济医社第六十二届
一九七六至七七年度 董事暨职员就职留影。
12.1.1976

年度 -

七九

至
一九七八
六十三届 .9.1978
第
社
医
1
影。
善济
员就职留
董事暨职

善济医社成立后，得到各地热心人士的赞

位的服务。2013年10月善济医社与榜鹅南公民

善济医社原本计划在旧址兴建八层楼大厦

为居民提供多种保健与运动课程及活动、电脑课
程、舞蹈课程、卡拉OK娱乐以及各种康乐游戏

帮助一些有需要
协助的社会人士，建造健康、
幸福的家庭。

与娱乐活动等等，

康意识，鼓励保健活动，为乐龄人士灌输预防胜

善济也获得新加坡公益机构（IPC）的批准，

于治疗的理念，回馈广大社会大众，表扬了“善

所有慈善捐款将享有税务回扣，此项优惠给捐款

济 • 积善”精神。

者带来巨大的信心与鼓励。医社所进行的筹款活

后港分社于2012年8月12日由我国总理李显

动，如慈善画展、文艺歌唱晚会及慈善高尔夫球

龙先生亲自主持开幕，给予崇高的评语，鼓励善

赛晚宴等，都获得各界善长仁翁的踊跃支持。

济医社的管理层，继续坚守理念，让百年善济走

作为管理者，历任的董事及社员们，秉承

助与鼎力支持。因为有了财力上的扶持，善济医

的宏伟计划，随着1975年政府征用旧址做其他

出原址，在更广泛的区域继续服务大众，服务社

社的施医增药不但为新加坡本地人服务，一些

用途而告吹，在当时的董事部通力协商下，林生

会。分社除了传统的内科问诊与针灸服务外，还

庞
大的医药开销是相当不容易
的，除了依靠社会上各界的鼎力支持，本社诸

珠、黄奕欢、郭成源、李竹庵、张正义诸位先生

增设了推拿治疗，远来求诊的人士遍布全岛，深

以慈悲为怀的崇高
宗旨，继承创业先贤的精神。现

成立了特别筹捐委员会，购置芽笼路610号作为

受广大欢迎。榜鹅南分社于2013年10月5日由我

任的董事们将接下先贤们创下的伟业，把服务人

新医社，于1979年正式迁入。初期诊病人数由全

国副总理张志贤先生亲自主持开幕，也给予高度

群的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社会人士受益。

年的1.6万人次左右而逐年增加。最高时达到4-5

的评价，也认可善济医社的服务惠及居民，同时

先贤及董事们还不辞劳苦，沿户筹款，甚至骑着

万人次，平均每月诊4000人次。病人的增多，既

也邀请善济医社到白沙西开设分社为白沙居民服

脚踏车远赴新山等地筹募经费。

是对医社的信赖，无形中也表达了社会大众特别

务。善济医社在2014年多增设两间分社，分别在

病黎日益增多，社务
日渐发展壮大，支撑经费相对提高，恰

是病患对医社的鼓励和支持，更加强了董事会对

远在新山的贫病者也前来求诊。要维持每年

然而，由于

办好医社的宗旨及信念。

好热心公益事业的印尼企业家王振煌先生和新

在社会发展方面，现任董事们继承了前任

加坡名流林推迁先生，以巨款赞助，购得明古连

董事们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在各自繁忙的事业

街124号之大厦为永久社址，奠下拥有产业的基

中，拨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为社务的发展亲力

础。1916年，善济医社这才从维多利亚街迁入明

亲为。善济医社的业务蒸蒸日上，在社区福利活

古连街124号。历史将永远被后人铭记王振煌先

动方面，医社积极参加各大社区，各团体，各联

生、林推迁先生这两位慈善家的善举，也将记得

络所的慈善活动，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精

其他热心公益人士如郭可济、张文流、张淑源、

神，鼎力支持福利事业，尽一份自己应尽的社会

王友海等诸位先贤及其他曾经帮助过善济医社

责任。

华族的优良传统，

1979年正式迁入芽笼

的大众及商家、社员，他们群策群力的付出和伟
大的贡献，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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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8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was
established at Victoria Street in 1901 by a
group of enthusiastic volunteers to provide
free medical treatment and medicine
for the poor. After over a century of
vicissitude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is still contributing to the community and
serving the people, and its good reputation
is widespread.
Back in 1901, Singapore was a Straits
Settlement with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They often fell sick due to the hot
weather,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medicine. Due to their poor
financial condition without proper medical
care from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y often
got delay in medical treatment. Povertystricken and sick, their plights were pitiful.
Owing to this, some kindhearted people
formed the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to serve the poor patient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it has received
sponsorship and great support from
enthusiastic people.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not
only provided free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medicine to the local Singaporeans,
but also to people from as far as Johor. It
is not easy to obtain enough donations to
keep the institution running. In addition to
the enthusiastic support from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the hardworking founders
and directors raised funds from door to
door, as far as Johor on bicycles.
However,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patients, the community service kept
increasing, and so was the supporting
fund. Fortunately, Indonesian entrepreneur
王振煌 and local entrepreneur 林推迁
donated large sums of money to purchase
a building located at 124 Bencoolen Street
as the permanent headquarter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moved into the building
in 1916. We would always remember the
philanthropists 王振煌 and 林推迁, as

well as other generous people like 郭可
济, 张文流, 张淑源, 王友海. The general
public, businessmen and employees have
also played a part in helping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Their great effort and
contribution would always be remembered
by the future generation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intended
to build an eight-storey building at the
original site, but the plan was called off
when the government took back the
site for other purpose in 1975. With the
concerted effort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林生珠, 黄奕欢, 郭成源, 李竹庵 and
张正义 set up a special fundraising
committee and purchased the current
complex at 610 Geyland Road which they
moved in during 1979. The number of
patients grew from the initial 16,000 a year
to 40,000-50,000 people with averagely
4,000 patients a mon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patients not only shows how
much the patients rely on the Institution, but
also th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that
they have given. This further strengthed
the purpose and faith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or setting up the Institution.
I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directors have inherited the generosity of
the previous directors and have taken time
off from their busy schedules to personally
contribute to society. The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operation is thriving. In
social welfare activitie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charity
activities by various communities, groups
and contact offices. Holding the spirit of
“what is taken from society must be used
in society”, they fully support welfare work,
fulfilling their ow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past 114 years, Sian Chay
Medicial Institution never stop providing
free medical care and medicine to the poor
regardless of race or status, thus earning
the support and trust of many while gaining
reputation Island-wide.

善济医社庆祝成立八十周年
暨新社址开幕典礼
26.7.1980

Since the 78th (2008) Council till
now, the Chairman of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Toh Soon Huat, Vice chairman
Peter Lim Yong Guan, Patrick Khoo Hang
Choong, Ricky Kok Kuan Hwa, Secretary
Teo Ngiang Heng, Social Affair Director
Chua Swee Wah and all the board directors
have progressively expanded into the
neighborhood, opening various branches
close to the public for better service, while
adhering to the vision of the previous
director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community charity
projects to raise the health awareness
and encourage healthcare activities for
senior citizens. It contributes to society by
instilling the concept of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and promoted the “Sian Chay
charity” spirit.
The Hougang branch was officially
opened on August 12, 2012, with Prime
Minister Mr. Lee Hsien Loong officiating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Prime Minister
Mr. Lee Hsien Loong has given a high
rating to inspire the management of Sian
Chay to continuously strive for excellence,
thus enabled the century old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to extend its outreach
programme to better serve the public and
society at large. Apart from traditional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acupuncture
services, the branch also includes
Therapeutic “Tui Na” therapy, which is very
popular with patients all over Singapore.
The Punggol South Branch was opened
on October 5, 2013, with Deputy Prime
Minister Mr. Teo Chee Hean officiating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Deputy Prime
Minister Mr Teo Chee Hean has given a
high rating to Sian Chay service which will
benefit the residents, he also invites Sian
Chay to establish a TCM Clinic in Pasir Ris
West to serve the resident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had
opened two more branches in 2014 in
Whampoa & Pasir Ris West. Boon Lay
Branch will be opened in the first half of
year 2015.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planned to expand to 20 branches
islandwide, with the same mission of
providing free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medicine, “Tui Na” therapy and TCM
services. In October 2013,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unggol South CCC, set up the Punggol
South Wellness Centre to provide mental
health counselling, wellness programmes,
mobile library,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etc.....
benefiting over 8,000 resident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5, Sian Chay in collaboration
with Boon Lay CCC and PCF Boon Lay is
planning to set up the Boon Lay Wellness
Centre offering a variety of wellness
programmes, computer classes, dance
classes, Karaoke sessions and many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his full range of
services will help those in need and build
happy familie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is an
approved Institution of a Public Character
(IPC). All donations are entitled for tax
exemption, this gives confidence and
encouragement to the donors. Fundraising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such as Charity Art Exhibition,
CNY Charity Concert, Charity Golf and
Dinner received overwhelming support
from the donors.
The management continues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serving with compassion,
and inherits the charitable spirit from the
previous directors and members. The
current board of directors will strive to
carry on this legacy to further expand the
service so that more people from society
can benefit from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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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医社

社会服务
与节日活动

前任董事们大公无私的精神，在各自

2009年 欢庆建国44周年－
牛车水欢乐舞台秀

繁忙的事业中，拨出时间积极为医社参加

由善济医社、新加坡卓氏总会及新加坡艺人

各大社区、各团体、各联络所的慈善活动，

公会联合主办欢乐舞台秀，吸引了来自

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精神，鼎力

全岛多个地方的千多名乐龄人士和社会各界

支持福利事业，尽一份自己微薄的社会责任。

朋友，精彩的歌舞义演与雨伞及枕头的赠送

在社会发展方面，现任董事们继承了

善济医社 - 芽笼总社

活动。让那些乐龄人士兴奋地接收着爱心礼
物，欢喜雀跃。

主席卓顺发及卓氏总会
主席卓美荣赠送枕头及
多功能雨伞给乐龄人士

2009年 花蒂玛医生访问善济医社
在主席卓顺发的接待下，本社顾问马林百列
集选区国会议员花蒂玛医生与基层组织们，
更深层的了解医社的运作情况，也希望日后
为社区人民在保健工作上，互相联系与合
作，也鼓励善济医社多为居民提供服务。

2010年 美景迎新年－
甘榜乌美，景万岸联络所

观众看了台上的精彩演出，
会心一笑，欢聚一堂

善济医社与新加坡艺人公会及甘榜乌美﹣景
万岸公民咨询委员会联合主办了歌唱舞蹈节
目，前马林百列国会议员王世丰医生也参与
此活动，约2千多位乐龄人士及居民共同渡过
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艺人的精彩演出
增添了夜晚的气氛

王世丰医生出席与居民们握手问候

2009年 欢歌笑语庆中秋－
三巴旺万佛堂疗养院

2010年 佛心有缘－ 慈善画展

由善济医社、新加坡卓氏总会、新加坡艺人

画师史金龙先生在大悲佛教中心，举

公会及兀兰公民咨询委员会在三巴旺区万佛

办了“佛心有缘”慈善画展，为善济

堂疗养院主办活动。约1千多名附近的居民

筹募活动基金超过30万新币。

2010年10月善济医社与中国四川佛像

来观看艺人的演出，三巴旺国会议员李玉云
律师也应邀出席。善济医社也赞助了300人
的自助晚餐与54包牛奶粉给疗养院。
10

佛心有缘慈善画展于大悲佛教中心现场
11

善济医社董事与陈振泉部长、杨木光议员及所有表演艺人合影

捐赠给乐龄人士
的爱心礼包

2010年 善济医社－
社区捐赠乐龄活动
建国45周年，善济医社与德教济云阁
联合主办，为红山德教老人活动中心，
欢庆国庆，特别邀请著名艺人潘秀琼
小姐親临现場，颂发爱心礼包给乐龄
人士，送上殷殷关怀，浓浓心意。

2013年 新春慈善演唱会
2013年2月18日善济医社主办了一场新春慈善
演唱会，当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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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是善济医社顾
问，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杨木光先生。在众多
赞助商及善心人士的支持下，医社筹募了约新币
32万5千元。医社也得到老板集团的鼎力支持，
乐龄人士欢乐喜悦的在欣赏潘秀琼的演出

著名艺人潘秀琼亲自颁发纪念品给
交际主任蔡瑞华

不但为医社筹募约新币3万多元的基金，演出当
晚还调动六、七十位老板义工协助现场的一切
工作。节目是由著名的音乐作曲家张平福老师
策划，安排了新马12位红艺人歌星一起为医社义

善济医社特别邀请新加坡书法协会何钰峰副会长，
亲自书写字画，
“振国有色人富裕 泉涌兴声民欢乐”
赠送给陈振泉部长。

演，表演艺人有刘玲玲、李燕萍、刘燕燕、胡慧
萍，Super Girls（子晴、可欣、小维、玮宣）、陈
健彬、庄学忠、云翔及医社总务拿督斯里张仰兴
PBM。这场演唱会善济医社是以送票形式邀请
热心人士及社区的乐龄人士前来观赏，响应空前
的热烈，座无虚席。
82岁的外甥王宝新先生以张仰兴的
华语访问来翻译福洲语给许老先生听。

2013年
2013年9月14日由施诚地产主办、

2012年 阅读早报的报道－善心乐捐

榜鹅南公民咨询委员会支持的

善心人士許棟先生生于1918年，现年97岁，

“Two Wheels, One Heart”

福州人。为50年代在明古连街184号，前裕昌

脚车义踏筹款活动，为善济医社筹

宝号杂货店东主。当时与善济医社为近邻，

了1万7千元的善款。主宾是白沙-榜鹅

了解医社的运作。许先生在家乡有非常多的善

集选区国会议员颜添宝先生。善款在

举，施药济贫，关心乡亲，廿多年来从无间断，

颜添宝议员及施诚地产主席陈文平先生

真是我们的楷模！他在阅读早报的报道后，主动

见证下移交给善济医社总务张仰兴。

联系医社，善心乐捐新币五千元，支持医社的

慈善爱心从简单的两轮脚车一起出发为慈善筹款。

运作基金。总务张仰兴代表善济医社接收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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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黄埔主办回馈社会分享活动

2014年敬老尊贤感恩新年慈善晚会

2014年12月14日善济医社与黄埔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办

2014年1月24日善济医社与牛车水公民咨询
委员会及演艺协会主办了“敬老尊贤感恩新年
慈善晚会”
，由演艺协会呈现表演给附近的
居民观看。善济医社也分发200支多功能雨伞
兼手杖及礼包给所有乐龄人士。

了回馈社会分享活动，善济医社通过黄埔公民咨询委员
会邀请了80 位黄埔区的乐龄居民到善济医社黄埔分社
了解医社的服务与治疗，也安排医师与推拿师为居民
提供免费的身体检查与推拿服务。善济医社还准备了
自助餐招待乐龄的居民、也分发每份价值$３０元的食品
礼包及多功能雨伞兼手杖给居民。善济医社邀请了高级

乐龄人士欢乐一堂，共度愉快的夜晚。

政务部长兼黄埔区国会议员，王志豪先生出席及分发礼
品给居民。Bentley Club的会员也携带家人参与这个
活动，与长者交流。

善济医社主席卓顺发及副主席林雍杰赠送
由新加坡书法协会何钰峰副会长亲自书写
的字画“博施济众”给颜金勇部长

2014年

王志豪部长与主席卓顺发、
总务张仰兴、Bentley Club
主席Dato’
Andy Kuek及
会员的家庭成员合影。

王志豪部长分发爱心礼包及多功能雨伞兼手杖给乐龄人士。

善济慈善高尔夫球赛晚会于2014年10月17日举行，
晚会由卫生部长，颜金勇先生主持。在各界的热心参与下，
36场高尔夫球赛（144位选手）和晚宴的40桌全数售出。
筹募到了多达S$1，481，577元的善款。除此之外，
晚会中所拍卖的8个项目，为善济筹到382，663元。
善济医社的员工和义工们也以自己的方式为慈善尽力，
职员们在晚会开始前，免费为大家提供中医健康检查和
治疗服务，义工们则是在接待处为多达400名嘉宾和选手
进行登记，热情招待来宾。晚会也请来了台湾歌手罗时丰及本体艺人沈炜峻、刘玲玲为大家现场表演。

2014年
2014年6月24日施诚地产集团举办家庭
与分享日，鼓励员工为社会作出贡献，
献爱心回馈社会。主席卓顺发与总务
张仰兴出席了当天的家庭分享日。张仰
兴还高歌几曲助乐，大家欢乐一堂。当
天筹到了$18,132元的善款给善济医社。
主席卓顺发、总务张仰兴代表善济医社从施诚地产
集团主席陈文平接收了善款

2014年
2014年9月3日善济医社收到李氏基金的一百万元捐
款。善款用来帮助贫困家庭人士及年长者，尤其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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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至今
作出
会
社
对
来
年
动，多
大型的慈善活
社
医 的
同时支持善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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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适应天气的
方便他们出外

2015年

国一代和持有CHAS卡的病人，减轻他们医疗费用负

2015年5月10日影坛大哥大成龙，将与著名歌手

担。李氏基金是历史悠久的著名慈善机构，功德无

周华健、李宗盛三人携手合作于圣淘沙名胜世界举办

量，造福社会，也是善济医社长久以来的鼎力支持慈

一场《真心英雄献爱心》慈善晚宴，作为新加坡建国

善机构。在1979年，善济医社从124号明古连街迁至

50的献礼。慈善晚宴希望筹得600万善款，所筹得

目前610号芽笼善济总社，李氏基金也捐助了一笔为

款项将捐助本地6间慈善团体，善济医社是其中一间

数不小的款项以资助医社的搬迁。

受惠的慈善团体。主要赞助商是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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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鹅南康乐中心
位于后港51街第550座组屋底层，2013年10月5日
由我国副总理张志贤先生主持开幕。榜鹅南康乐
中心由两大合作伙伴—也就是榜鹅南公民咨询委员
会和善济医社，携手为居民服务，共同推广健康娱
乐的重要性。拥有305.38平方米面积的榜鹅南康乐

善济医社芽笼总社

中心是一所以推广康乐为宗旨，为居民提供相关服
务与活动的社区服务中心。于2013年2月1日投入
服务，推出了心理健康咨询、多种保健与运动课程
及活动、流动图书馆、以及各种康乐游戏等等…
至今已造福了8千多位居民。

文礼康乐中心
位于文礼坊第209座组屋底层，
由三大合作伙伴 - 文礼公民咨询委员
会、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和善济医社，
携手为居民服务，共同推广健康娱乐的
重要性。文礼康乐中心是一所以推广康

善济医社是在卫生部注册的福利慈善组织。

投入服务，拥有266平方米面积的中心设

不分种族和宗教，
为社会大众提供免费的传统中医
诊断及低收费的治疗。

有多种保健与运动课程及活动、电脑课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is a

程、舞蹈课程、卡拉OK娱乐以及各种康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registered with

乐游戏与娱乐活动等等。

the Ministry of Health, providing free

乐为宗旨，为居民提供相关服务与活动
的社区服务中心。中心将于2015年4月

我们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sultation,
low cost medicine and treatment for the
三万元善款在榜鹅东基层组织顾问许宝琨
医生见证下由卓开明移交给善济医社主席
卓顺发和总务张仰兴

community regardless of race or religion.

社会服务与节日活动
2014年10月30日国庆奖章获奖企业家庆贺晚宴暨善济医社慈善晚宴，当晚的主宾是
贸工部政务部长张思乐，贵宾是国会议员颜添宝先生及榜鹅东基层党组织顾问许宝琨
医生，大会主宾张思乐部长，当晚还当众鼓励来宾大力支持，善济的发展、文化与精
神，为国民服务。
为庆贺《创业先锋》第一辑中的企业家林福星先生、庞琳先生、范文瑂博士、江培生先
生、洪振群先生、邬顺山先生以及杜南发博士荣膺2014年新加坡国庆奖章，并感谢他们
对新加坡社会所作出的贡献，Se7en Media特此举办庆贺晚宴。同时，为进一步传承
和宣扬企业家的社会奉献精神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传递爱心、共谋善举，晚会所得净利
将捐赠给新加坡百年慈善医疗机构---善济医社。晚会共筹得三万元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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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医社后港分社

善济医社后港分社
本社顾问楊木光议员大力支持下，百年善济医社有了

善济医社的未来展望和慈善计划，

第二个家，第一次走进社区，在宏茂桥-后港集选区开设

如何与时并进为社区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

中医诊所，把中医服务送至邻里，更好地为各种族病患服务。

鼓励善济
医社的管理层，继续坚守理念，让百年善济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

走出原址，在更广泛的区域继续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2012年8月12日善济医社后港分社开幕仪式
善济医社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尊敬的李显龙总理在
八月十二日莅临，为宏茂桥-后港分社主持开幕仪式，
随行的是医社的顾问，也是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后港分社于8月12日正式开幕

杨木光先生，与宏茂桥-后港社区的许多基层
领袖也一起来见证此盛会。
乐龄人士耐心等待善济
医社所提供的保健养身

医社的顾问吴添禄师傅正在
细心的为病患提供推拿治疗

张志贤副总理与善济医社董事们合影

尊敬的李显龙总理非常和蔼可亲，
与出席的来宾一一握手问候。

善济医社榜鹅南分社
2013年10月5日善济医社榜鹅南分社开幕仪式
善济医社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尊敬的张志贤副总理，
为榜鹅南分社主持开幕仪式。张志贤副总理给予
善济很好的评价，也认可善济医社的服务惠及
居民，同时也邀请善济医社到白沙西开设分社为
白沙居民服务。

李显龙总理与善济医社顾问杨木光议员
及董事们合照。

善济医社特别邀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何钰峰副会长，亲自书写字画，
＂显龙善济国民＂赠送给李显龙总理惠存。
善济医社特别邀请新加坡书法协会何钰峰副会长，
亲自书写字画，
“志贤善济黎民”赠送给张志贤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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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医社历届董事会
历任的董事及社员们，
秉承华族的优良传统，
以慈悲为怀的崇高宗旨，
继承创业先贤的精神。

善济医社白沙西分社

董事们接下先贤们创下的伟业，把

服务人群的事业发扬光大，
让更多人受益。

善济医社白沙西分社于2014年12月31日
开始为居民服务。小小的医社为居民提供
保健养身，幸福生活的远景，获得居民

会合照

社董事
1976-1977 善济医

热烈的反应。

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振泉
先生莅临善济医社指导与第78届董事合影。

本社顾问杨木光议员主持善济医社的
第79届董事会就职典礼合影。

善济医社黄埔分社
2014年12月6日善济医社黄埔分社开幕仪式

主宾王志豪部长主持开幕仪式之后
与开幕嘉宾合影。

由王志豪高级政务部长主持，善济医社
也邀请了医社的荣誉主席拿督斯里吴木兴
博士BBM、庞琳BBM、谢楚明BBM、

董事会的列常会议

洪振群PBM、李庆烽、邱汉春、黄埔区资深
社区领袖潘东尼BBM及支持医社的善长人翁
一起见证此盛会。当天出席的嘉宾大约有一
百多位。同时王志豪部长也分发80包日常用
品的礼包及多功能雨伞兼手杖给乐龄人士。

本社顾问杨木光议员主持
善济医社的第80届董事会就职典礼合影。
后排左边开始：郭来兴、郑金梓、李庆烽、蔡瑞华、
卓潮来、郭觀華、李文德、傅金泉。
前排左边开始：陈天荣、林雍杰、杨木光议员、
卓顺发、张仰兴。

本社顾问王志豪高级政务部长主持
善济医社的第81届董事会就职典礼合影。
后排左边开始： 陈天荣、郭觀華、郭来兴、
李庆烽、郑金梓、邱汉春、陈泉安
前排左边开始： 张锦泉、张仰兴、卓顺发、
王志豪部长、林雍杰、蔡瑞华、吴添禄
主宾王志豪部长主持开幕
仪式之后与居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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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大放送慈善募捐

历届主席名单
第52届

1956-1957

张淑源

第66-76届

1984-2005

邱瑞颇

第53届

1958-1959

郭可济

第77届

2006-2007

李庆烽

第54-55届

1960-1963

黄奕欢

第78-81届

2008-2015

卓顺发

第56-65届

1964-1983

林生珠

第81届 2014-2015董事职位

慈善它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它是生命最原本的东西，不断繁衍生息、
无穷止境，可以薪火相传，成为每个人内心最自然的表现。善用你的每一份善心，将爱传送。

慈善的崇高与神圣–

慈善的行为与展现－

从扶贫济困、赈灾救援、安老助孤、
办教兴学、医疗救助与残缺者的物质或
经济帮助，让他们分享到人间温暖。

是光明与纯洁、是施善者不求回报、
不抱期待、超越亲缘与善之间的平等，
追求一种人生境界无私奉献。

王志豪先生，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

主席

拿督斯里卓顺发先生BBM

慈善的愿意与付出－

慈善的传达与真诚－

及黄埔区国会议员

副主席

林雍杰先生

Dr Fatimah Binte Abdul Lateef，

副主席

邱汉春先生

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不受外界压力影响
的行为，深切的对社会作良性运行。

马林百列集选区国会议员

副主席

拿督斯里郭觀華先生

传播人间的关爱、缩小贫富差距，社会
乐善好施蔚成风气的时候，处处感到
温暖、快乐和幸福。如此才能发扬光大。

顾问

杨木光先生，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总务

拿督斯里张仰兴先生PBM

顾问

吴添禄师傅

副总务

陈泉安先生

法律顾问

黄锦西律师

财政

郭来兴先生

荣誉主席

拿督斯里吴木兴博士BBM

副财政

傅金泉先生

荣誉主席

庞琳先生BBM

医药主任

郑金梓先生

荣誉主席

谢楚明先生BBM

交际主任

蔡瑞华先生

荣誉主席

符标雄先生BBM

查账

张锦泉先生

荣誉主席

洪振群先生PBM

董事

何能恩博士

荣誉主席

李庆烽先生

董事

叶成德先生

荣誉主席

邱汉春先生

董事

陈天荣先生

董事

李庆烽先生

顾问
顾问

名誉主席名单
王长泰
冯日豪
叶建兴
孙家成PBM
邬顺山PBM
许建丰
许雪艳女士
陈彩云女士
何勇仁
张双洲
李文德
张仰发
张顺团

Heng Chian Thye
Pang Jit Haw
Yap Kian Hin
Swee Kay Seng PBM
Voo Soon Sang PBM
Koh Kian Hong Richard
Koh Sok Yan
Tan Chai Woon
Ho Yong Lin
Teo Sang Chew
Audio House Marketing Pte Ltd
Teo Nyang Huat
Teo Soon Thuan

李洲罗
张群发
张耀冰
林裕松
林国祥
林锡兴
罗森丰
周顺发
爱迪生电子

Stanley C.L. Lee
Tew Koon Huat
Teo Yeow Pin
Lim Joo Song
Lim Kok Siong
Lim Siak Heng
Loh Sim Hong
Sunny Chew S.H.

私人有限公司 Edison Electronics Pte Ltd
翁宝琴女士
Ong Poh Kim
蔡华春
Eric Chua Hwa Choon
Gui Boon Sui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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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慈善是一种文化

捐款表格 Donation Form
捐款人资料 Donor Details
先生 Mr

女士 Mrs

小姐 Ms

姓名 Name:

夫人 Mdm

华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身份证号码 NRIC No:

地址 Address : 							
邮编 Postal Code
联络号码 Contact nos:

公司名称 Company

手机 Mobile:

电邮 Email:

住家 Home

公司捐款 Corporate Donor
公司名 Company Name:
公司注册号码 ROC No:

支票支付 By Cheque
银行 Bank:

日期 Date:

支票号码 Cheque No.:

请在支票上角画线并填写收款人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Cheque to be crossed & made payable to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支票寄出 Cheque send to: 610 Geylang Road Singapore 389549
这笔捐款将可获得扣税。如果您提供税务档案号码（NRIC/FIN/UEN）
，您将在估税时获得自动扣税。
This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and the deduction will be automatically included in your tax
assessment, if you have provided your Tax Reference Number (NRIC/FIN/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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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医社
2008年与2014年
医药数据对照
			

2008年

2014年

		

增长倍数

2015年
(估计)

估计增长倍数
(估计)

2018／2019年 		
(20间分社) (估计)

A 诊病人数

2,434

34,368

(17 times)

88,000

(36 times)

180,000-200,000

B 针灸人数

524

10,813

(21 times)

20,000

(38 times)

-

C 推拿

NIL

12,016		

20,000		

Total

2,958

57,197

(19 times)

128,000

(43 times)

施药帖数

9,038

150,481

(17 times)

300,000

(33 times)

2014年成立的服务

的
真
谛

Medical Charges 门诊收费
Item 项目		

Charges 收费

Registration Fee 登记费

Free 免费

Consultation 问诊费

Free 免费

Medicine Charge 药费
$2.00 per day 每日
				
				
Acupuncture 针灸

$5.00

Tuina Therapy 推拿理疗
Bandage 包扎		

$10.00
大包扎 $10.00; 小包扎 $5.00

Remarks 备注

For example:
Prescription for 3 days medicine
例如：3日药量 (3 x $2 = $6)

Senior Citizen Concession (age 60 and above) 年长者优惠（60岁以上）
Item 项目		

Charges 收费

Remarks 备注

Medicine Charge 药费
		
		

$2.00 		
Up to maximum 4 days prescription
不超过4日药量

Additional $2.00 is charge for
every 4 days additional prescription.
每超过4日药量另加收$2.00药费

Acupuncture 针灸

$5.00

Tuina Therapy 推拿理疗
Bandage 包扎

$5.00
大包扎 $10.00; 小包扎 $5.00

Those under governm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or low income families can apply for waiver of the medical charges.
凡领取福利救济金或低收入家庭者，可申请豁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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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家: 長城集團
拿督斯里郭觀華

交了学费的成长过程

26

拿督斯里郭觀華先生出生于马来

觉到了咖啡店的经营模式正在转型中，

西亚森美兰州。拥有7个兄弟姐妹的他，

因此开始投资租下各个什菜饭摊位, 并改

因为家境贫苦,毅然决定离开家乡到新加

成连锁经营模式。在郭先生庆祝30岁生

坡打拼。当年的他，虽然只有15岁，却

日时，他已是拥有50间什菜饭摊位的老

已是个充满勇气与决心的“大”小孩。所

板。

以当其他同年龄的朋友还在无忧无虑的

现在的他，依旧马不停蹄的

玩乐时，年幼的他已经开始在闷热潮湿

为事业打拼 。在他的带领下，長城

爱 心 不 落 人 后 的 他 ，这１０ 多 年

善济医社主席卓顺发博士因为坚守着共

的厨房里穿梭。那时的生活虽然辛

集團以成为了拥有自己的中央厨房处理

来 参 与 了 各 种 公 益 事 业 ，包 括 开 始 了

同的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而成

苦，但他却忙的不亦乐乎。

食材的大企业。除了拥有28间咖啡店和

“返老还童气功”这个组织。他参与锻

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两人的深厚友谊

年幼的郭觀華先生，从切菜的学

约230个摊位，集团也成功打造了荣记烧

炼后，发现这套功法对于强身健体十分

徒开始做起。从什菜饭的制作过程开始

腊、名厨鱼头炉和长城美华等品牌。近

有效，医学证明也显示，此功法有助于

除了温暖自己，也温暖了身
边人 。他们集结了各自在商场上的经

学起，慢慢的从咖啡店“煮”到了餐厅，

几年来，长城集团更是获奖无数。就在

癌症病者更快恢复健康，因此５年前他

验与人脉，共同认真经营善济、一起发

再从餐厅攀爬到了俱乐部和酒店里的餐

去年（2014）
，郭觀華先生就获得了由中

义无反顾接下了“返老还童气功

扬“善济。积善”的精神。担任善济医

馆。整整10年的时间，他在大大小小的

小型企业商会和新加坡扶轮社会联办的

协会主席”的重担 ，经过了他与

社副主席后，郭觀華也深刻领悟到慈善

餐厅工作，一步一点的累计起

新加坡企业家奖的“年度企业家奖”总冠

团队的努力，协会现在已拥有五十多个

事业单凭个人力量是做不起来的，必

扎实的经验。终于，在准备了10年

军。

练功场，每天清晨都吸引多达两千多位

后，他决定在1994年开始创业，用了向

郭觀華先生虽然在商场上有辉煌的

各宗教、种族与年龄层的民众一同参与

须要靠团体、组织来发愿，
才能把慈念凝聚起来 ，把磁场

家人借的$12，000，在大巴窑社区中开

成就，但私底下的他，依旧保持谦虚

锻炼。他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持续

动起来。因此，每当善济需要帮忙时，

设了自己的第一家中式什菜饭摊位，取

的态度、真诚待人 。他在长城的

将”返老还童气功”发扬光大、
造福

郭觀華先生都会义不容辞、即使工作再

名为长城经济什菜饭。

价值观中，写下了“成为具备启发性的企

社会 ，帮助大家松懈解压、远离疾病

忙也会挺身相助，就像今晚的感恩大

厨艺了得的郭觀華先生，同时也是

业利益相关者领袖”
，用自己的言行影响

威胁、恢复身、心、灵的健康。

会，他也热情参与、义气赞助。

一位眼光精准，懂得把握机会的商人。

所有身边的工作伙伴、公司同仁，而工

他 从 帮 助 过 的 人 身 上 学 会

在此，让我们大家一起为郭觀華的

在亚洲区面对金融危机时，郭觀華却能

作以外的他，也是个满怀善心的精神领

“珍惜眼前、惜福感恩”
，以平常心面对

无私奉献掌声鼓励，谢谢您的爱心，以及

把 危机转换成商机 。当时的他察

袖。

生活百态、亲身体会了为善最乐。他与

对善济的关怀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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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
晚会主宾卫生部政务部长，
盛港西国会议员蓝彬明医生、
各界爱心人士、
商家与机构对善济医社的
关怀、支持与厚爱。
赞助商家：長城集團

设计：

150 South Bridge Road #02-29
Fook Hai Building Singapore 058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