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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会甯公会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会务报告 

(1) 第 68 届(2011-2012 年)理事 

会务顾问：罗东贵、黄明光、谢荣全、伍有华、彭悦成。 

法律顾问：梁志聪律师、严慈宗律师、甯国威律师。  

名誉顾问：雷金桦、严瑞强、孔劲骅、邵锦添、江柏林。 

会    长：苏志鸿 

第一副会长：刘国强 

第二副会长：黎志平 

秘书长：丁海良                              

副秘书长：萧锡全 

财    政：陈德隆 

副财政：申炳华 

公关主任：李伟康、申紟然。 

教育主任：黄钜强、伍辛有。 

调查主任：叶光辉、黎   芳。 

福利主任：伍国诚、彭玉堂。 

理   事：陈明泉、陈汉伟、何炳强、黄连安、吴子龙、胡荣俊、陈玉清、叶亚莲、 

               李建源。 

 

(2) 会员 

a) 截至 31/12/2011 止，会员人数 1029 名。 

b) 1/1/2011 至 31/12/2011，会员入会 45 名。 

c) 1/1/2011 至 31/12/2011，会员逝世 22 名。 

 

(3) 会议 

a) 第 68 届（2011-2012）理事出席会议率。 

 (2011 年 6 月改选改后共召开 3 次理事会议，会议日期：13/8/2011，23/10/2011，

18/12/2011。） 

苏志鸿 3/3 刘国强 3/3 黎志平 3/3 丁海良 3/3 萧锡全 2/3 陈德隆 3/3 

申炳华 3/3 李伟康 2/3 申紟然 3/3 黄钜强 2/3 伍辛有 2/3 叶光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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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芳 3/3 伍国诚 1/3 彭玉堂 3/3 陈明泉 3/3 陈汉伟 2/3 何炳强 1/3 

黄连安 2/3 吴子龙 2/3 胡荣俊 1/3 陈玉清 3/3 叶亚莲 3/3 

  

(4) 公益慈善 

a) 沙叻秀阮梁公圣佛庙赠医施药中心筹募经费活动 RM200.00。 

b) 华总“千万基金献华总”第二次筹款 RM500.00 

c) 新纪元发展基金 RM800.00 

d) 2011 年千人义山行剪彩人 RM500.00 

e) 平反林连玉运动 RM200.00 

f) 赞助凯文时装学院 20 周年及应届学生毕业典礼 RM500.00（奖杯） 

g) 明亮慈善之家庆祝 8 周年慈善晚宴 RM1,000.00 

 

(5) 新春团拜 

13/2/2011（星期日）上午 9:30 时至下午 1:00 举办新春团拜，当天邀请甲洞富城园阮梁公

圣佛庙瑞狮团在会所楼下停车位表演瑞狮采青。接着在会所内的节目有挥春比赛，会宁

合唱团大合唱 以及“兔气扬眉”流年运程讲座，另外设自助餐招待出席者。当天出席人数

约 200 人。 

 

(6) 2011 年度会员大会及选举第 68 届（2011-2012）理事 

a) 19/6/2011（星期日）上午 11 时在会所三楼罗东贵堂召开 2011 年度会员大会及选出第 68

届（2011-2012）理事。（13/8/2011 举行新届理事宣誓就职礼） 

会长：苏志鸿，第一副会长：刘国强，第二副会长：黎志平。 

秘书长：丁海良，副秘书长：萧锡全。 

财政：陈德隆，副财政：申炳华。 

公关主任：李伟康、申紟然。 

教育主任：黄钜强、伍辛有。 

调查主任：叶光辉、黎芳。 

福利主任：伍国诚、彭玉堂。 

理事：谭炳新（6/2/12 逝世）、陈明泉、程德梅（10/12/11 杪辞职）、陈汉伟、何炳

强、黄连安、吴子龙、胡荣俊、陈玉清、叶亚莲。 

 



8 

 

b) 委任第 68 届（2011-2012）会务顾问 

罗东贵，黄明光，谢荣全，伍有华，彭悦成。 

 

c) 委任第 68 届（2011-2012）法律顾问 

梁志聪律师，严慈宗律师，宁国威律师。 

 

d) 委任第 68 届（2011-2012）名誉顾问 

雷金桦，严瑞强，邵锦添，孔劲骅，江柏林。 

 

(7) 成立小组：宗旨为提升会宁在华社的声望，同时延续及提升各项活动。 

7.1) 会讯组：主任吴子龙 

16/1/2011 出版第 14 期会讯。 

16/8/2011 出版第 15 期会讯。 

 

7.2) 阮梁公圣佛庙 

7.2.1）甲洞富城园阮梁佛庙联络主任：刘国强 

    5/5/2011 本会一行 9 人前往拜访该庙，促进联系及交流。 

7.2.2）八打灵千百家村阮梁佛庙主任：申炳华 

7.2.3）沙叻秀阮梁佛庙主任：李伟康 

7.2.4）白沙罗新村阮梁佛庙主任：申紟然 

 

7.3) 乐龄组：主任李建源 

7.3.1）已拟定乐龄组细则，正召集组员。 

 

7.4) 网络组：主任李伟康 

7.4.1）分别于 2011 年 3 月及 10 月期间上载会宁资料于会宁网页。 

 

7.5) 扩招会员组：主任陈玉清 

7.5.1) 推动扩招会员活动，2011 年招收新会员 45 人。 （新会员入会将获赠“会

宁家乡菜谱”一本） 

 

7.6) 福利组：主任彭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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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22 位会员不幸逝世（有向本会秘书处报备），并安排理事（分区）前往

吊唁。（其中 6 位会员有参加总会福利组） 

 

7.7) 产业组：主任伍辛有 

本会租户及租金如下： 

万佛缘斋菜馆每月租金 RM6,500.00。（租约期 2 年至 31/1/2012 期满） 

凯文时装学院每月租金 RM3,950.00。（租约期 2 年至 31/1/2012 期满） 

顺盛记每月租金 RM5,000.00。（租约期 2 年至 31/1/2012 期满） 

 

7.8) 时事组：主任陈德隆 

本会发出文告刊登于国内各报章。 

15/10/2011 促请内政部长希山慕丁指示社团注册局重新检讨吊销甲华堂的决定，

并以尊重宪赋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为原则，不应技术理由否决民间组织自主权。 

 

7.9) 高尔夫球赛小组：主任胡荣俊 

7.9.1) 2011 年第十四届会宁杯高尔夫球邀请赛于 19/8/2011（星期五）12:00pm 

 假 Kajang Hill Golf Club, Selangor 高尔夫球场举行，参赛者 90 人。 

 

7.9.2) 这次活动获得 22 位赞助商，由於他们的支持，比赛顺利进行，并获盈余 

 RM6, 548.00。（从盈余中拨捐 RM4,000.00 予星洲基金 Yayasan Sin 

 Chew 充作慈善捐） 

 

7.9.3) 赞助者名单： 

R11 DRIVER：POWERWELL。 

  RM1,500.00：KVC INDUSTRIAL SUPPLIER SB。 

RM1,000.00：SAFESIDE POWER SB， UNI-TREND RESOURCES SB， 

AWS (M) SB，POWER CONTROL ENG. WORK， 

VP POWER。 

   RM500.00：G & H ELECTRICAL TRADING SB，UNITED U-LI (M) SB， 

SK POWER TECHNOLOGIES，SYKT E-CONLITE (M) 

SB，KIT YEE ELECTRICAL TRADING SB，CENTRAL 

SWITCGERAR，OON BRO ELEC TRADING SB，TEK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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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 SB，ACT ERAMAS LETRIK (M) SB，DAVIS 

MARKETING SB，FL SYSTEM SB，LOTUS POWER 

CORPORATION (M) SB，SUN POWER AUTOMATION，

MOD-LITE (M) SB。 

 RM300.00：谢荣全。 

 

7.9.4) 优胜者名单：会宁组比赛成绩：冠军冯锦光，亚军雷耀明，季军吴兆庆 。 

最近洞口奖 NTP : Wong Fook Leong  and Lee Chee Hoong (5.6 Mtr) 

最靠近线奖：NTL : David Choong (0.03 cm) 

最远挥杆：LD : Danny Chin Keen Leong (280 Ydr)   

 

 

7.10) 驻外代表 

7.10.1)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第 20 届理事职位（2012-2013） 

署理会长：苏志鸿  

财政：刘国强 

副会长：李伟康（总会青年团团长）、申紟然（总会妇女组主任）。 

7.10.2) 隆雪中华堂大会第 34 届理事职位（2009-2012） 

董事：黎志平 

7.10.3) 首邦市力行华文学校（2009-2012） 

董事：萧锡全 

7.10.4) 隆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第 12 届理事职位（2009-2012) 

副团长：李伟康 

7.10.5) 隆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第 11 届理事职位 (2009-2012) 

查账（委任）：申紟然 

17.10.6) 委派萧锡全担任总会《肇庆侨刊》特约通讯员，收集总会属下 15 间属会之 

  活动照片和文稿，定期给《肇庆侨刊》投稿。 

 

7.11) 协理小组 

处理及代收各区会员之月捐及福利金。 

双溪威新村：丁树南 

  热水湖新村：陈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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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打灵千百家新村：彭   奀、宋亚兰。 

  蕉赖 17 楼组屋：黄文元（江九先生不幸于 10/10/2011 逝世，现由黄文元代替 

      之。） 

  万挠新村：周学勤 

  增江南北区：骆文木（2011 年初因身体不适辞去协理一职，今由会员各别到来秘 

      书处缴纳月费。） 

 

(8) 教育福利 

a) 2011 年 11 月 20 日颁发 201１年度会员子女中小学学业优良奖励金及大学毕业学位荣誉

奖于会庆晚宴上颁发。 

申请奖励金像往年一样，由 4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接受申请，在截止日期后交由文教

主任召开奖励金审查会议。2011 年度批准及获取奖励金者合计 78 人，拨出奖励金总额

为 10 千 560 令吉。 

 

班级 合格人数 每人奖金 奖金总额 

小学 31 RM  80.00 RM   2480.00 

初中组 20 RM150.00 RM   3000.00 

高中组 17 RM200.00 RM   3400.00 

大学先修班 4 RM300.00 RM   1200.00 

首邦市力行华文学校 6 RM  80.00 RM     480.00 

共计 78  RM 10,560.00 

 

    小学组：黎小彤、丁玮恩、许景苠、陈志钻、蔡德天、丁东贤、雷奕陞、许思琦、 

谭智翰、骆万彻、赵明毅、陈志濠、骆佳辉、黄彦林、邓学谦、彭嘉安、 

谭永康、李恝慧、黎小妏、谭芷蕙、萧欐欐、陆羽谦、彭嘉乐、潘伟涛、 

苏秀莹、邵睫茵、陈瀚祥、钟晓祺、黎光权、邓乐谦、蔡得政。 

初中组：黎恺俐、莫浩天、骆美婷、薛沁妮、黎德晟、陆梓埕、何健炜、黄子雄、 

    邓仁谦、周佩伶、周佩俐、李家彤、骆佳俊、黎俊杰、林乐儿、黄妍莉、 

    罗健凭、林爱薇、巫安士、丘丝蕙。 

高中组：陆珮旋、骆美欣、陆盈杏、骆佳雯、萧安琪、冯颖夤、潘美娟、黎素娴、 

    陈平顺、丁炜炜、陈婕怡、彭佩珊、曾强富、谭进耀、邵佩莹、申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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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瀚斌。 

大学先修班：陆盈霓、骆舜君、骆雯仪、黎光荣。 

 

b) 2011 年度首邦市力行华文学校成绩优异生 

许昱诗（一年级）、樊俊伟（二年级）、许昱暄（三年级）、 

欧蓓霖（四年级）、李嘉哲（五年级）、陈翰参（六年级）。 

 

c) 荣获 2011 年度大学毕业学位荣誉奖 

（1）梁庆毅 （家长-梁机发）毕业 University of Abertay Dundee  UK， 

攻读学科 Marketing & Business。 

（2）黄爱凌 （家长-黄辉富）毕业 University of Abertay Dundee  UK， 

攻读学科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3）梁立卉 （家长-陈玉清）毕业 UniversitiKabangsaan Malaysia， 

攻读学科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4）伍紫玮 （家长-伍有成）毕业 Universti Tunku Abdul Rahman， 

攻读学科 SarjanaMudaKomunikasi。 

 

(9) 2011 年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中学奖励金 

本会共 20 人荣获总会中学奖励金，计开有：初中组 10 份，高中组 6 份，高级教育文凭 4 

份。获得总会奖励金 RM1, 880.00。（初中组 RM80.00，高中组 RM100.00，大学先修班

RM120.00。） 

初中组：黎德晟、李家彤、骆佳俊、黎俊杰、黄妍莉、林乐儿、丘丝蕙、林爱薇、 

罗健凭、巫安士。 

高中组：陆珮旋、潘美娟、陈平顺、黎素娴、彭佩珊、丁炜炜。 

大学先修班：骆舜君、陆盈霓、骆雯仪、黎光荣。 

 

(10) 春秋二祭 

春祭：17/4/2011（星期日）举行春祭，上午 10 时前往广东义山会宁总坟祭拜先贤，祭 

礼完毕後返回会所茶会，同时分派火肉金 RM15.00 予入会足满 25 年会员，今年共有 

257 人（RM3, 855.00）获得火肉金。 

 

欧春梅，陈(黎)娇，陈日祥，陈(陈)娇，陈观英，陈水德，陈亚带，陈国洪，陈海莲， 

陈树坤，陈秀珍，陈二女，陈亚娣，陈    成，陈水兰，陈桂妹，陈海华，陈华带， 

陈    来，陈    娣，陈锦光，陈三妹，陈天祥，陈伙桂，陈家良，陈深元，陈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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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英，谢荣全，谢贤牛，谢奀妹，谢亚九，谢炳华，曾友才，曾红娣，曾美金， 

曾庆松，曾金玉，曾瑞娇，曾瑞珠，曾    卢，曾悦明，曾树荣，程亚奀，程    三， 

程德雄，程德川，程德彩，程德生，曾爱娣，张伙元，张     莲，张苏妹，周学勤， 

周亚丽，周桂兰，周荣新，周国玉，周学祥，何水财，许有庆，许     新，许友云， 

邝之杰，邝水娇，冯    有，冯    木，冯玉梅，冯    贵，冯思才，冯     好，冯    友， 

赵秀英，樊水妹，江    九，江金水，江先汉，李文洪，李河润，李汉雄，李秋群， 

李    桂，李伯周，李    骚，李亚女，李    三，李启光，李森华，李    妹，卢昇基， 

卢学钦，卢学武，卢学华，孔劲骅，陆(张)妹，梁奇兴，梁机发，梁金莲，梁光华， 

梁育荣，梁锦波，徐亚伙，刘炳堂，刘    威，刘华堂，刘国强，刘灿容，刘木养， 

刘玉莲，刘金凤，刘亚明，林    九，林郁文，林松发，林郁武，林水群，林焯光， 

林焯容，林鸿昌，林鸿伟，黎炳钊，黎炳杰，黎贞娇，黎炳光，黎    南，黎炳枝， 

黎水娣，黎水林，黎树荣，毛金莲，廖月仙，万秀英，赖细妹，罗东贵，罗月英， 

罗锦池，罗亚新，罗福华，莫北祺，莫志财，莫水华，罗树友，罗民芳，罗锦泉， 

罗海文，罗国基，骆文木，姜汉宝，麦恩娣，麦煜秋，甯观娇，吴迓莱，吴亚群， 

吴景全，吴伟坤，吴汉秋，吴树英，吴三妹，吴汉珍，吴桂松，吴金娣，吴木华， 

吴    昌，吴桂华，吴中强，吴育明，吴汉波，吴亚妹，伍二奀，伍    妹，伍有华， 

伍天富，彭达军，彭    玉，彭    奀，彭达雄，彭意娣，彭鉴芳，彭达冈，彭    珠， 

彭    坚，彭秀梅，彭水妹，彭    泉，邵    林，邵带彩，邵锦添，邵树根，邵    奀， 

萧    志，萧义荣，萧金生，萧金莲，薛观金，苏桂珍，冼可芳，申开明，邓耀南， 

邓伍仔，邓元枝，邓耀莲，邓金生，邓亚妹，邓耀基，邓    富，邓    七，邓海妹， 

邓瑞生，邓耀珠，邓泉妹，丁树南，丁树勲，丁杏林，丁炳妹，丁    作，丁    庆， 

丁莲好，丁    苏，谭四桂，谭    发，谭    水，谭炳新，谭    福，谭来水，谭亚爱， 

谭    田，谭伙珠，唐满妹，黄连有，黄莲英，黄宝仁，黄    文，黄    勲，黄    明， 

黄连安，黄辉富，黄明光，黄坤元，黄德华，黄木娣，黄志成，黄可光，邱龙祥， 

严骚妹，严亚女，严锡洪，严群莲，严瑞强，叶菊兰，叶亚娇，叶    荣，叶伙妹， 

叶    耀，杨宝华，胡炳林，胡戊已，尹章安。 

 

d) 秋祭：2/10/2011(星期日) 举行, 上午 10 时前往广东义山会宁总坟拜祭先贤, 祭礼完毕后

返回公会礼堂茶会。 

 

(11) 88 周年会庆晚宴－会庆筹委会主席黎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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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1/2011 雪隆会宁公会假隆雪华堂庆祝成立 88 周年纪念，青年团成立 22 周年 

 暨妇女组成立 12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会甯之夜”晚宴筵开 74 席。当晚颁发奖励 

 金予会员子女成绩优异的学生及会员子女大学毕业学位荣誉奖，另外也颁发首邦 

 市力行华文学校 6 位学业优异生。 

 

10.2) 八十八会庆征信录： 

RM 3,000.00：苏志鸿、严瑞强。 

RM 2,000.00：黎志平、邵锦添。 

RM 1,000.00：刘国强、罗东贵、薛友伟、雷金桦、雪隆广肇会馆、明记海鲜酒 

   家 。 

RM 700.00：民都鲁会宁同乡会。 

RM 600.00：森鸿电器工程。 

RM 500.00：周绥针、谢荣全、谢树鸿、孔劲骅、申紟然、霹雳会宁公会、黎亚 

  华、沙叻秀阮梁圣佛庙、甲洞富城园阮梁圣佛庙。 

RM 400.00： 陈汉伟、黄荷喻、祥电子。 

RM 300.00： 黄明光、陈德隆、万里望会宁同乡会、金宝会宁同乡会、文德甲会 

  宁会馆、古晋会宁同乡会、美里会宁同乡会、砂拉越会宁同乡会。 

RM 200.00：陈明泉、丁海良、申炳华、张玉屏、李伟康、黄连安、何炳强、程 

德梅、萧锡全、严慈宗、谭嘉发、太平会宁会馆、周桂超、彭悦

成、马登巴冷会宁同乡会、务边会宁同乡会、马朱氏联合会、雪隆

惠州妇女组、雪隆广东会馆、雪隆惠州会馆、马来西亚谭氏宗亲

会、胡桂华、雪隆中山同乡会。 

RM 150.00：芳苑海鲜饭店、白沙罗阮梁圣佛庙、千百家村互助部、雪隆台山会 

  馆、凯文时装学院。 

RM 100.00：彭玉堂、黄钜强、叶光辉、伍国诚、陈亚苏、伍辛有、叶好、胡美 

  英、苏清珠、叶亚莲、叶英、雪隆顺德会馆、隆雪惠安泉港公会青 

  年团、雪隆精武体育会、雪隆建造行、吉隆坡谢氏联宗会、雪隆彭 

  氏联宗会、千百家村阮梁圣佛庙、吉隆坡南海会馆、雪隆冈州会 

  馆、雪隆鹤山会馆、雪隆高要会馆、万佛缘斋菜馆、雪隆广东会馆 

  妇女组、马来西亚易经学会、雪隆李氏宗亲会、雪隆清远会馆。  

  RM 50.00：申桂英、申七妹、叶水英、曾雅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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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30.00：陈玥如。                  （合共 RM33,680.00） 

 

Brian Looi 报效 Whisky12 支、红酒 24 支及会宁 Golf 常年杯. 

KC Foong 报效 12 支红酒，谭炳新报效 4 只手表，萧锡全报效 5 个电饭煲，芳苑 

海鲜饭店报效礼篮 2 个，Guinness Anchor Bhd 报效啤酒 10 箱，MSIG Insurance  

(M) Bhd 报效桌位奖 6 份及个人奖 2 份，甲洞富城园阮梁圣佛庙报效 32 寸 LCD 

电视机和电水煲。 

 

(12) 本会出席对外庆典活动 

序 日期 地点 主办单位 内容 代表出席 

1 08/01/2011 双威度假村酒

店 15 楼 

华总 第二次举办“千人基

金献华总Ⅱ”千人宴 

苏志鸿 

2 23/01/2011 雪兰莪士毛月

富贵山庄沈慕

羽先生墓园 

马来西亚华校教

师会总会 

沈慕羽先生逝世二周

年公祭及献花致敬追

思活动 

联名鲜花 

3 01/01/2011 隆雪华堂光前

堂 

雪隆江夏堂 85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10 人 

4 03/02/2011 隆雪华堂光前

堂 

隆雪华堂 新春团拜 黎志平 

5 11/02/2011 佛庙会址 甲洞富城园阮梁

公圣佛庙 

正月初九千秋宝旦晚

宴 

刘国强，黎芳，

叶光辉，刘家

荣，叶凤英，叶

亚莲，叶金好，

叶好，陈亚苏，

叶水英。 

6 11/02/2011 佛庙会址 沙叻秀阮梁公圣

佛庙 

正月初九千秋宝旦晚

宴 

苏志鸿，苏清

珠，黄连安夫

妇，陈锦彬，伍

国诚夫妇，陈玉

清夫妇。 

7 11/02/2011 佛庙会址 八打灵千百家村 正月初九千秋宝旦晚 彭玉堂、申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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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梁公圣佛庙 宴 华。 

8 11/02/2011 佛庙会址 白沙罗新村阮梁

公圣佛庙 

正月初九千秋宝旦晚

宴 

申紟然、何清

顺。 

9 19/02/2011 星州日报总社 星洲日报与光明

日报 

新春联欢会 苏志鸿、申炳华

苏清珠 

10 12/03/2011 吉隆坡天后宫 隆雪河婆同乡会 42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叶光辉，胡美英 

11 19/03/2011 隆雪华堂 隆雪华堂 纪念丹斯里颜清文先

生逝世追思会 

献花圈致敬 

12 22/05/2011 吉隆坡尊孔独

中 

雪隆嘉应会馆 113 周年纪念晚宴 叶光辉，胡美英 

13 28/05/2011 旧育才华小篮

球场 

八打灵千百家村

善后互助部 

65 周年纪念晚宴 彭玉堂，叶仁辉 

14 03/06/2011 诗巫圣心中学

世纪礼堂 

砂拉越会宁同乡

会 

2011 年第八届全砂会

宁嘉年华会联欢晚宴 

苏志鸿，苏清

珠，刘国强，黎

芳，申紟然，叶

亚莲。 

15 10/07/2011 文东龙凤酒楼 文冬会宁同乡会 66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苏志鸿，苏清

珠，程德梅，申

紟然，叶凤英，

叶亚莲，叶英，

叶好，叶金好，

陈亚苏。 

16 16/07/2011 务边圣佛庙 务边会宁同乡会 62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苏志鸿，程德

梅，申紟然，苏

清珠，梁新娟，

叶凤英，叶亚

莲，叶英，叶

好。 

17 16/07/2011 半山芭喜来登

酒家 

雪隆建造行 93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萧锡全，陈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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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07/2011 JALAN 

LEONG TIAN 

31650 IPOH, 

PERAK 

马来西亚会宁总

会 

兴建总会会所动土礼 苏志鸿、申紟然 

19 24/07/2011 半山芭喜来登

酒家 

雪隆冈州会馆 59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伍辛有和叶光辉 

20 31/07/2011 吉隆坡天后宫 由华研研究中心

及各华团联办 

《华团资产管理研究

会》假雪隆海南会馆 

苏志鸿，苏清

珠、冯耀胜 

21 20/08/2011 半山芭喜来登

酒家 

吉隆坡南海会馆 59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陈德隆、叶光

辉。 

22 20/08/2011 佛庙会址 吉隆坡沙叻秀阮

梁公圣佛庙 

124 周年纪念联欢晚

宴 

苏志鸿，黄连

安，苏玉凤，彭

玉堂，伍亚玲，

伍美美，宋亚

兰，伍国成，陈

玥如。 

23 21/08/2011 文德甲宝林园

双喜楼 

文德甲会宁会馆 72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苏志鸿、苏清

珠、刘国强、黎

芳、申紟然、叶

亚莲、叶凤英、

叶好、陈亚苏。 

24 27/08/2011 金宝圣佛庙 金宝会宁同乡会 55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苏志鸿，刘国

强，萧锡全。 

25 31/08/2011 碧华楼酒家

（篮总大厦） 

雪兰莪及联邦直

辖区彭氏联宗会 

56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彭玉堂，陈明泉 

26 03/09/2011 半山芭喜来登

酒家 

隆雪高要会馆 58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叶光辉，黄连

安。 

27 09/10/2011 雪隆精武礼堂 雪隆精武体育会 90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申紟然，叶亚

莲。 

28 15/10/2011 华研 华社研究中心 “百年铅华-雪隆华族

历史图片展”开幕礼 

 



18 

 

29 23/10/2011 半山巴喜来登

酒楼 

雪隆广东会馆乐

龄 

<乐龄组 12 周年、孝

亲敬劳庆中秋、广东

一家亲>午宴会 

程德梅、黎芳。 

30 01/11/2011 佛庙会址 甲洞富城园阮梁

公圣佛庙 

38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刘国强、黎芳、

叶光辉、叶英、

申炳华、申紟

然、叶凤英、叶

亚莲、叶好、叶

金好。 

31 05/11/2011 雪隆精武体育

会礼堂 

雪隆顺德会馆 62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并为龙母庙筹建建庙

基金 

申炳华、彭玉

堂。 

32 11/11/2011 BDC Stampark

大礼堂 

古晋省会宁同乡

会 

10 周年纪念暨会所开

幕礼联欢晚宴 

23 人 

33 12/11/2011 古晋省会宁同

乡会楼下停车

场 

总会妇女组及总

团协办 

“献出关怀，延续教

育”筹募总会教育基

金会宁美食义卖会 

23 人 

34 12/11/2011 吉隆坡尊孔独

中礼堂 

马来西亚朱氏联

合会 

55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缺席 

35 19/11/2011 隆雪华堂光前

堂 

隆雪华堂 88 周年堂庆联欢晚宴 刘国强、黎芳、

申紟然、何清

顺、叶凤英、叶

亚莲、陈明泉、

叶好、叶金好。 

36 20/11/2011 王岳海大礼堂 明亮慈善之家 8 周年慈善晚宴为

3000 贫寒助学金 

（不克出席） 

37 24/11/2011 Zebra Square 

KL 
凯文时装学院 20 周年及应届学生毕

业典礼 

（不克出席） 

38 10/12/2011 吉隆坡天后宫

大礼堂 

雪隆鹤山会馆 60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叶光辉、胡美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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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6/11/2011 尊孔独中大礼

堂 

雪隆广肇会馆 124 周年纪念联欢晚

宴 

苏志鸿、刘国

强、黎芳、苏清

珠、叶光辉、申

紟然、丁海良、

胡美英、申炳

华、陈彩萍及陈

德隆。 

40 04/12/2011 新中医楼 5 楼 吉隆坡同善医院 130 周年纪念自助餐

会 

（不克出席） 

41 04/12/2011 王岳海大礼堂 隆雪陈氏书院宗

亲会 

115 周年纪念联欢午

宴 

叶光辉、陈明

泉。 

42 10/12/2011 吉隆坡天后宫 雪隆鹤山会馆 60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叶光辉、胡美

英。 

43 17/12/2011 隆雪中华大会

堂 

雪隆福州会馆 99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陈德隆夫妇 

44 18/12/2011 吉隆坡福建义

山林连玉墓园 

林连玉基金 公祭林连玉先生逝世

36 周年纪念（华教节

系列活动） 

联名献花圈 

45 18/12/2011 Mukim Kajang, 

Daerah Hulu 

Langat, Sel. 

华总 会所大夏奠基礼 苏志鸿 

46 18/12/2011 隆雪华堂 捍卫苏丹街工委

会 

“捍卫吉隆坡百年老

街区”紧急汇报会 

黎志平 

 

(13) 总会会议 

(a) 3/6/2011 第 19 届第 3 次理事会议，地点：砂拉越会宁同乡会仲宵堂 

      出席者：苏志鸿（总会署理会长）、刘国强（总会财政）及申紟然（总会副会长）.   

(b) 27/8/2011 第 19 届第 4 次理事会议，地点：金宝会宁同乡会会议厅 

      出席者：苏志鸿（总会署理会长）、刘国强（总会财政）、李伟康（总会理事） 

      及萧锡全（总会理事）、申紟然（总会副会长）。 

(c) 11/11/2011 第 19 届第 3 次会员代表大会，地点：古晋省会宁同乡会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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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苏志鸿，刘国强，丁海良，萧锡全，李伟康，申紟然。 

 

(14) 节约 

本会已故会员吴汉秋先生居丧不忘公益，节约 RM2,000.00 予行政经费，敦请为本会名

誉会长。 

 

(15) 乐捐行政基金 

a) 苏志鸿捐献本会行政基金 RM1,500.00。（以本会名义捐予（1）华总“千万基金献华

总”第二次筹款 RM500.00，（2）明亮慈善之家慈善晚宴 RM1,000.00） 

b) 程德梅捐献本会行政基金 RM200.00。（以本会名义捐予新纪元发展基金） 

(16) 乐捐教育基金 

a) 名誉顾问江柏林先生捐献 RM20,000.00。 

b) 理事何炳强先生为令弟授室之喜，喜宴不忘慈善捐献 RM500.00。 

c) 会员陈志达捐献 RM750.00。 

d) THE STRIKERS 捐献 RM300.00。（2011 会宁华团杯保龄球邀请赛团体冠军奖金） 

e) ALVIN NEO 捐献 RM180.00。（2011 会宁华团杯保龄球邀请赛个人冠军奖金） 

f) 会员叶金好捐献 RM100.00。 

g) 会员叶英捐献 RM100.00。 

h) 会员叶凤英捐献 RM100.00。 

 

 

(17) 2011 年新入会之会员 45 人（2011 年 1 月至 12 月） 

罗志强先生，罗翠茵女士，罗翠玲女士，李伟良先生，李爱萍女士，叶宝珠女士， 

吴国平先生，冯智慧先生，叶    英女士，谢爱珍女士，黄志强先生，谢志良先生， 

谢志光先生，谢伟伦先生，周敬云先生，周志斌先生，丁海祥先生，李嘉仪女士， 

周志坚先生，冯玉燕女士，冯新娇女士，邵玉英女士，黄兴华先生，罗志伟先生， 

麦雅裁先生，黎亚华先生，罗彩兰女士，周凤仪女士，陈国政先生，拿督程天送， 

拿汀李伟群，罗秀发先生，王智立先生，王剑源先生，江柏林先生（永远名誉会长）， 

周志远先生，尹军玲先生，程爱莲女士，程土莲女士，陈玉兰女士，邝鸿全先生， 

李珂仪女士，冼志民先生，伍永安先生，曾仪发先生。 

 

 

(18)   2011 年逝世之会员 22 人（2011 年 1 月至 12 月） 

黎苏妹女士，黎石培先生，林桂年先生，冯    好女士，陈    扁女士，陈荣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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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爱娣女士，张锦来先生，曾    卢先生，吴木华先生，陈亚带女士，程德生先生， 

卢升基先生，吴中强先生，曾瑞娇女士，宋    凤女士，吴汉秋先生，江    九先生， 

莫玉安先生，曾友才先生，黎炳光先生，彭意娣女士。  

 

 

(19)   2011 年总会福利组逝世之会员 6 人（2010 年 1 月至 12 月） 

黎苏妹女士，陈    扁女士，陈亚带女士，曾瑞娇女士，吴汉秋先生，黎炳光先生。 

 

 

 

 

 

 

雪隆会宁公会秘书长：丁海良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