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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会甯公会 女组 

2015 年会 报告 

 

A. 第九届 2015-2016 年 女组理事 

会 顾问：李秋群 

誉顾问：谭美燕 

   席：苏清珠 

署理 席：黎  芳 

副 席：陈玉清 梁新娟  

秘   书：黄荷喻       副秘书： 雪花 

财   政：陈玥如       副财政：吴宝玲 

文   教：曾雅娇       副文教：李珂仪 

康   乐：叶雅群       副康乐：叶金好 

福   利：陈瑛        副福利：叶亚莲 

   传：申 英       副 传：林彩  

公   关：叶凤英       副公关：叶    好 

理   事：陈亚苏 叶水英  

 

 

B. 活动报告 

(1) 08/02/2015 推动身心灵活动之“爱在歌中”及“心中有爱”  

(2) 01/03/2015 参与 茨厂街 年味节 2015 在福音堂 办义卖筹款，本会当天售金 

                   瓜糕和金瓜蜀米西米露  

(3) 08/03/2015 出席雪隆惠州会馆 女组 办 世界 家日天穿节  

(4) 15/03/2015 雪 堂 女组 催，雪隆会宁公会 雪隆广东会馆 女部 雪隆福建 

                   会馆 女组 雪隆广西会馆 女组及马来西亚李氏总会 女团联办之 

                   “ 爱给原住民”慈善经典 曲歌场赛  

(5) 27/03/2015 出席隆雪 堂 寸草心 11 绩公布新闻发布会，参赛者共 1498 份  

(6) 17/05/2015 召开 2015 年会员大会及选 第九届 2015-2016 年 理事  

(7) 17/05/2015 本会 女组与隆雪 堂 女组联办“你微笑 微笑 大家笑”孝道讲 

                   会  

(8) 30/05/2015 出席双亲节晚宴及 寸草心 11 征文比赛及好爸爸好 颁奖礼  

(9) 13/06/2015 出席隆雪 堂 女组 2015 年 组员大会及选 第 14 届 2015-2018  

     理事，本会委派代表：苏清珠 黎芳 陈玉清和黄荷喻  

     选 结果：苏清珠中选资料组 任，黄荷喻委任 查账  

(10) 21/06/2015 出席隆雪 堂装修礼堂筹款晚宴  



4 

 

(11) 05/07/2015 由钟氏宗祠 催，24 团体联办第 27 届“您的一滴，救 一命” 捐血运 

        动  

(12) 14/07/2015 出席隆雪 堂 女组“希腊现之 经济 机，大马的未来？”讲 会. 

(13) 17/07/2015 总会 女组 办“双亲节心心相 ”最相像比赛，本会参赛者骆佳辉获 

                   季军  

(14) 02/08/2015 推动“阅读好习惯活动”之读 最喜 的一本书  

(15) 23/08/2015 本会 女组和青年团联办“ 解压力有妙方”讲 会  

(16) 27/08/2015 出席隆雪 堂 女组 办“铿锵玫瑰与民 运动”交流会. 

(17) 20/09/2015 参与隆雪 堂 女组联办的“hope and healing”健康讲 会  

(18) 08/10/2015 出席台 驻马拉西亚经济办事处“双十节”  

(19) 11/10/2015 推动“阅读好习惯活动”之时势课题  

(20) 11/10/2015 本会十位代表出席大马 女发展机构 办第三届卡拉 OK 歌唱赛及筹 

                   募会所基金  

(21) 16/10/2015 参与隆雪 堂 女组“走进喜马拉雅”西藏文 展览  

(22) 25/10/2015 本会 女组合唱团与 源合唱团及好音乐合唱团 办交流会  

(23) 12-13/12/2015 雪隆广东会馆 女组 办 本会 办“承先启 展望未来”生活营 

                        于雪州 耕庄 行 参 者：叶亚连 叶凤英 陈玉清 梁赐强  

                        曾雅嬌 陈志达 黄荷喻 曾招 苏清珠及林彩  

(24) 19/12/2015 本会受邀参与隆雪 堂 女组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于天 宫 办 爱 

         是一家过冬至 活动  

(25) 26/12/2015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女组在总会会所 怡保 召开 2015 年第 4 届第 2 

                   会员代表大会暨选 第四届 2016-2017 理事，本会委派代表黎芳  

                   黄荷喻 梁新娟和叶亚莲 选 结果：苏清珠副 任 黎芳正康乐    

                   叶亚莲和黄荷喻组委  

 

 

C. 驻外代表： 

(1) 第四届 2016-2017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理事 

副 任：苏清珠 

正康乐：黎    芳 

正资讯：梁新娟 

组    委：黄荷喻 叶亚莲  

 

(2) 第十四届 2015-2018 隆雪 堂 女组 

资料 任：苏清珠 

查  账  员：黄荷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