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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周年会庆筹委会全体委员合影留念

雪隆会甯公会庆祝93周年纪念午宴之敬酒仪式

雪隆会甯公会庆祝93周年纪念午宴
之切蛋糕仪式

午宴也安排丰富多彩的歌舞节目，其中来自本会所创办的两间华小：首邦市力行华小及八打灵育才华小

所呈献得舞蹈、武术、韵律操以及独轮表演，颁发奖励金和大学荣誉奖以及会宁合唱团呈献歌曲。

节目结束前会员李建源上台领唱，更是牵起午宴高潮，博得满堂喝彩。午宴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

另外，本会感谢名誉顾问江柏林先生于庆典期间捐献2万令吉予本会充作教育基金。

11月20日雪隆会甯公会庆祝成立93周年、青年团27周年暨妇女组17周年纪念联

欢午宴，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署理会长杨昌华是午宴主宾。盛宴迎来家乡四会市代表

团：四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兼海外联谊会会长张志雄、四会市外事侨务局局长陈新

桂、四会市侨联主席左建雄、四会市侨联办公室主任黄嘉卿以及香港会宁同乡会主席

林翠莲区议员，各州会宁属会、雪隆区乡团，及乡亲会员欢聚一堂，会场盛况空前，

热闹欢腾，筵开68席。

午宴在嘉宾申学明主持击鼓仪式掀开序幕、并由大会主席黎志平及筹委会主席程

德梅联合陪同。

大会主席兼会长黎志平致欢迎词表示，在历届理事会的领导下，不仅兴建五层会

所、修订了新章程、修葺总坟、装修会所礼堂等、更致力引入年轻人加入理事会，并

担任各要职，为公会带来生机。

在总结过去成就的同时，他期望本会理事们放眼未来。因为青年是国家的栋梁，

也是乡团未来发展的希望。他们既是华族文化和价值观的继承者，更是传承人。未来

会所将通过不同的渠道，举办各种适合年轻人的活动，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公

会，了解公会，并加入公会，薪火相传，持续发展。

大会主席兼会长黎志平致
欢迎词

筹委会主席程德梅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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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顾问拿督斯里申学明（中）主持击鼓仪式，大会主席黎志平（右）及筹委会主席程德梅（左）陪同。

来自海内外嘉宾、会宁顾问团、会长黎志平以及理事们合影。
左起为总会署理会长杨昌华PPN、会务顾问彭悦成、会务顾问
罗东贵、会务顾问谢荣全、四会市常委张志雄及会务顾问黄明
光。

公会代表于机场迎接香港会宁同乡会代表。左起秘书长
冼宝源、香港会宁同乡会主席林翠莲、会长黎志平及会
务顾问苏志鸿。

公会代表团于机场迎接四会市人民政府代表团莅临。

午宴场面盛大热闹，左起是四会市委常委张志雄、会长黎志
平、总会署理会长杨昌华PPN、香港会宁同乡会林翠莲主席及
筹委会主席程德梅。

香港会宁同乡会主席及香港东区区议员林翠莲
致词。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署理会长兼主宾杨昌华PPN
致词。

四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及海外联谊会会长张
志雄先生致词。

海内外嘉宾相聚叙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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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顾问拿督斯里申学明（中）主持击鼓仪式，大会主席黎志平（右）及筹委会主席程德梅（左）陪同。

海内外嘉宾相聚叙旧。

会长黎志平与各州会甯属会嘉宾们合影。

黎志平会长（右二）
代表公会接领美里会
宁同乡会江顺诗（左
二）代表致赠的纪念
品

会长黎志平（中）及筹委会主席程德梅（右二）代表公会接
领四会市人民政府致赠的纪念品。右一为四会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兼海外联谊会会长张志雄。

雪隆会甯公会颁发奖励金予首邦市力行华文学校学业优异生。
左一起校方代表、第二副会长薛友伟、董事长彭悦成及校长李
碧华，右一为会长黎志平。

雪隆会甯公会奖励金予八打灵育才华文学校优越生。
左起为会长黎志平及伍玉珍副校长，右一是筹委会主
席程德梅。

会长黎志平（右三）代表赠送纪念品予四会市人民政府代
表团，由四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及海外联谊会会长张志
雄（右二）代表接领。

会长黎志平（右）代表公会接领香港会宁同乡会林翠
莲主席（中）代表致赠的纪念品，左为司仪李彦琪。

会甯合唱团欢乐时光大合唱

会长黎志平（右）代
表公会接领民都鲁会
宁同乡会会长杨昌华
PPN(中)代表致赠的
纪念品，左为筹委会
主席程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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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会甯华团杯保龄球邀请赛优胜者合照留
影。左起为团长谢国豪、冠军丁海坚、亚军萧国
祥及季军伍国诚

会务顾问苏志鸿（左三）赠送纪念品予大学荣誉学
位，并与获奖者合影留念。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名誉会长伍有华（左七）颁发总会中学奖励
金，并与获奖的学生合影留念。

文教主任黄钜强(右四)颁发高中组奖励金，并与获
奖学生合影留念。

文教主任黄钜强颁发初中组奖励金，并与获奖学生
合照留影。

文教主任黄荷喻（左七）颁发小学奖励金，并与获奖的学生合
影留念。

妇女组主席苏清珠（中）抽守时奖幸运
号码。

第一副会长萧锡全(中)颁发大学先修班奖励金，
并与获奖学生合照留影。

大会司仪李彦琪 学生代表骆佳琦致谢词

海内外嘉宾们合影留念 会长黎志平与文德甲会甯会馆妇女组
嘉宾及理事合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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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代表骆佳琦致谢词

招待组主任陈德隆（右一）率领妇女组及理
事迎接嘉宾莅临。

会务顾问罗东贵在嘉宾签名簿留名

首邦市力行华文学校呈献
啦啦队欢庆凯旋

吉隆坡冼都中文华小呈献二十四节令鼓 八打灵育才华文学校呈献独轮

八打灵育才华文学校呈献武术 八打灵育才华文学校呈献韵律操

首邦市力行华文学校呈献
华族舞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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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会甯公会于6月19日顺利召开2016年度会
员大会，会长黎志平于大会上致词时表示，希望理
事及会员们多关心公会的会务以及参与本会举办的
各项活动，借助活动带动彼此间的交流，增进乡
谊，并吸引会员子女对参与公会的兴趣。

秋
祭

雪隆会甯公会25/9/2016秋祭，上午十时全体理事和会员乡亲们乘巴士前往吉隆坡广东义山《会宁总坟》
参与秋祭祭拜仪式。

秋祭活动让乡亲们借此机会聚在一起，在香火鼎盛的气氛下，共同祭拜先贤，缅怀先贤，以延续华人传统

文化，慎终追远。同时，也祈求先贤泉下有灵，保佑会宁子孙昌盛，後代蕃昌，出入平安，万事顺利。

雪隆会甯公会妇女组
2016会员大会

（29.5.2016）

雪隆会甯公会青年团

2016团员大会

（29.5.2016）

会长黎志平致词 大会议长苏志鸿主持大会 财政陈德隆报告2015年度账目秘书长冼宝源汇报2015年度
会务报告

当天出席人数60人，期间与会者进行讨论及接纳2015年度的会务报告及财政报告，并一致通过以下4项
提案。

（一）停止网络審查，维护人民知情权
（二）要求联邦政府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还我民主第三票。
（三）呼吁卫生部停止拆建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建筑计划，完整保留为国家及世界文化遗产。
（四）坚决反对大马施行伊斯兰刑事法

 2015年会员大会在宽蔽的礼堂进行

雪隆会甯公会
（19/6/2016）

2016年度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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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会甯公会

举办四会话班

雪隆会甯公会组团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青岛开营

11/9/2016由雪隆会甯公会成立的四会话班正式

开课，尽管前来报读的乡亲不算多，但秉持传承四会

话，让会宁子弟都能掌握四会方言，乃会宁之光。老

师们为让学生和乡亲们交易上手，编制一本简易四会

话小册子，并以生活中对话及用词来教导。

2016年12月15日，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主办、青岛市侨务办公室承
办，2016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开营。

由雪隆会甯公会二位理事程德梅和谢国豪导师，Miki Loke导师所组
织的30位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参加本次冬令营，他们将在青岛展开为期
15天的青岛冬令营之旅。营员们除了学习书法、剪纸、陶艺、诗词、京
剧脸谱，藉此推广和提升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识，
促进海内外华裔青少年的交流。

四会话班小
组顾问兼老
师李秋群

11.9.2016 四会话班小组组员及学员们合影

四会话班新闻发布会  小组顾问伍有华于开课
当天给予致词

11.9.2016 四会话开课

30.10.2016 四会话班学员结业分享会

祝营员们一路平安顺利，收获多多，预祝冬令营
圆满成功。

启程前带队导师、营员以及家属们于机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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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隆雪华青团长李伟康，会
宁青团长谢国豪及理事伍国诚参与
重阳家游乐。

会甯青协办2016“重阳家游乐”
9/10/2016“九九重阳家游乐”家庭日在吉隆坡湖滨公园举办，由隆雪河婆青主办，协办团体包

括李氏宗亲青、隆雪华青、雪隆福建青、雪隆会甯青、雪隆海南青、无拉港客青、吉隆坡和平青及直
辖区宗乡青。

重阳节素有登高望远的优良传统，历届来主办单位安排参与者登上难度不高的山坡，并在山上品

尝重阳糕，以应佳节。

26/6/2016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主办
2016年度第六届会宁华团杯保龄球邀请
赛，参赛者80人。

会长黎志平致词时说，继2010年成
功举办以来，保龄球赛事始终吸引雪隆
区保龄球精英和爱好者的关注和支持，
让每届的活动都顺利举行。

他指出，保龄球是一项独具魅力、
风靡世界的运动项目，它有极强的观赏
性、激烈的竞技性和独特的艺术性。

同时，通过保龄球赛事给爱好者提
供一个平台，更拉近了各位参赛者彼此
间的距离，增进了友谊及交流机会。

第六届会宁华团杯保龄球邀请赛

会长黎志平致词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正秘
书长张永亮（左一起）
和副秘书长陈文光及总
会执行秘书许玉凤（右
一）参与球赛。

雪隆会宁公会代表团获得全场
团队亚军，左一为会宁青团长
谢国豪。 

会长黎志平主持
开球仪式。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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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火炬行终站
28/8/2016第33届全国华人文化节吉隆坡站火炬行正式引爆，吉隆坡火炬行是由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

大会堂主办，而雪隆会甯公会也是25个团体参与联办之一。

上午八时，火炬行正式抵达本会会所楼下，在会务顾问苏志鸿代领众多理事下接领火炬。而传递火炬

象征着文化传承的意义，各区社团举办传递圣火也象征先辈落地生根、在地耕耘的精神面貌。

另外，吉隆坡站火炬行筹委会主席李伟康团长发文告表示，火炬行除了会馆领袖传火炬之外，也设立

5公里的欢乐跑开放让公众参与。

24.9.2016

第33届全国华人文化大游行及
美食聚落

从下午二时开始，由隆雪华堂号召几千人及40多个团
体，在茨厂街进行文化大游行，带领民众重走先贤走过的
拓荒路。

游行队伍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有一支由5个代表性人
物组成的「大玩偶」队，他们是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
族魂林连玉、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印裔社会先贤淡波沙米
比莱（Thamboosamy Pillai）以及矿工，因吉隆坡从採矿
开始发展。

而隆雪华堂妇女组负责的「美食聚落」，下午2时在
隆雪华堂对面停车场展开。活动获得约20个社团的妇女组
织参与，包括雪隆兴安会馆、隆雪河婆同乡会、雪隆会寧
公会、雪隆李氏宗亲会、雪隆广东会馆、雪隆福州会馆、
雪隆惠州会馆、雪隆潮州会馆及雪隆福建会馆等。

各会馆妇女组希望藉著「美食聚落」，推广自家籍贯
及华人传统古早美食，让后辈多接触中华文化的精随，提
升大众对华人节庆的认识，以达“承先启后”的目标。

会甯青协办2016“重阳家游乐”

第六届会宁华团杯保龄球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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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会甯公会妇女组联办 第28届
“您的一滴，救我一命”捐血运动
12/6/2016 第28届“您的一滴，救我一命”捐血运动在吉隆坡乐

圣岭天后宫举行，成功筹获659包血浆，同时有80人登记成为捐献器
官者。

第28届捐血运动由雪隆林氏宗祠青年团暨妇女组轮值承办，并由
雪隆区内其他24团体联合主办。

活动当天也安排一系列健康检查活动，其中除了检查胆固醇需付
10令吉外，其他如验眼、血糖、血压、心脏、电子脂肪测验及尿酸检
查一律免费。同时。马来西亚厦门大学校友会也委派多名中医师到现
场免费施诊。

本会妇女组当天参与义工活动：黎芳、黄荷喻、梁新娟、谢国
豪、陈瑛丽、陈玉清、陈玥如、何清顺、陈彦金、梁立卉及吴宝玲。

粽香传万家，绳系代代情
配合隆雪华堂举办第33届(2016年)全国华人文化节，隆雪华堂妇女组于12/6/2016在隆雪华堂楼上展

览厅举办【粽香传万家，绳系代代情】裹粽品茗会，以推广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让端午节的精神及传统
文化代代相传。

现场提供多种籍贯的粽子如：广东粽（俗称裹脚粽或三寸金莲）、四会枕头粽、娘惹粽、客家粽、福
建粽、台湾粽、素粽等及上等好茶供来宾品尝。

25/7/2016雪隆会甯公会妇女组主办《自信优雅形象展英
姿》讲座。

本会妇女组署理主席
黎芳（左一）接领联
办活动证书。

妇女组理事参与捐血运动的
义工活动。 

理事陈亚苏
代表本会妇
女组裹四会
枕头粽。

本会妇女组主席苏
清珠（后排右一）
出席粽香传万家活
动。

本会妇女组理事（左起）陈瑛丽、林彩丽和陈玥如现场
示范烹煮家乡菜肴。

2016年8月7日配合第33届 (2016年) 全国华
人文化节大汇演，隆雪华堂妇女组举办“美食聚
落—每月美食”交流会，本会妇女组与向公众推
荐家乡广宁酸鸭和芋頭糕，同时现场示范烹煮过
程。以达到传承华人文化的使命，藉此促进不同
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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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会甯公会妇女组参与慈善爱心献关怀

2016年12月3日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妇女组于怡保总会召开会
员代表大会，期间前往拜访怡保忠诚收留迟钝残障儿童中心。

主任江梅花指出，基于大会让总会10间会宁妇女组属会齐集
一起，因此在举行大会的同时也进行爱心慈善活动，让大会显得
更有意义。 本会妇女组参与慈善活动（左起）叶亚莲、

梁新娟、黄荷喻及黎芳。

本会顾问谢荣全(左)
于兔子园。右为理事
梁新娟。

参观兰花园

妇女组理事

杨桃园合照留影

2016年9月4日，雪隆会甯公会妇女组会员及家属一行43人，乘坐旅游巴士前往雪州水果谷 ( Selangor 
Fruit Valley ) 一日游，沿途参观景点有：玉米园、婆罗蜜园、兰花园、兔子园以及鹌鹑园。中午于Kuala 
Selangor Ijok品尝当地家乡菜等。

此次活动主要是联络及增进会员们之间的乡情，并加深彼此的了解，达到这次活动的目的。

整个旅程其乐融融，而最难能可贵是本会两位年长的会务顾问罗东贵（91岁）及谢荣全（88岁）也带

动会员积极参加。

另外，本会妇女组也感谢理事何炳强协助全程节目及赠送每位团员一盒10粒OMEGA鸡蛋。

参观玉米园

本 会 顾 问 罗 东
贵(中)与理事黎
芳(右)及何炳强
(左)于玉米园合
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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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16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假美里
Imperial Hotel召开第22届第2次理事会
议，在会议未进行前，全体理事哀悼雪
隆会甯公会已故会长刘国强先生。

3/12/2016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妇女组召开第4届第

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前排左起是吴亚娣、陳翠玲、梁

洁兰及主任江梅花；右起是江凤英、苏清珠、吴金英

及总会长胡桂华。

21.11.2016四会市人民政府代表团及香港会宁
同乡会莅临拜访。

左一起为侨联主席左建雄、外事侨局长陈新
桂、第二副会长薛友伟、四会市委常委张志雄、香
港会宁同乡会主席林翠莲、总会副会长林建淇、第
一副会长萧锡全及财政陈德隆。

23.11.2016与四会市人民政府代表团一行10人拜
访本会名誉顾问江柏林先生其公司UOA房地产有限公
司于Bangsar South 区的建设与发展。

左起是许玉凤、冯锦才、侨联主席左建雄、外事
侨局长陈新桂、会务顾问苏志鸿、会长黎志平、四会
市常委张志雄、UOA执行董事江柏林、卢学伟、黎嘉
庆和陈文光。 

2016总会妇女组大会

3/12/2016马来西亚会宁总会青年团召开第8届第
一次团员代表大会。前排左起是廖新书、张永亮、刘
传聪及总会长胡桂华；右起是邓玉康、谢国豪、梁宝
芩及团长卢学伟。

2016总团大会

总会理事会议

12

2016年12月3日，马来西亚会
宁总会在总会会所召开2016年度第
22届第1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会出席大会代表：黎志平、
萧锡全、冼宝源、程德梅、黎芳和
梁新捐。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2016年度会员代表大会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前排左起总会联络主任程德梅、总会
副秘书长陈文光、总会副财政黎志平、总会财政叶宗明、总会副会长林建淇
及总会署理会长杨昌华；右起是出席大会代表冯美凤、江凤英、总会妇女组
主任江梅花、总团团长卢学伟、总会秘书长张永亮及总会长胡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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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0日出席文冬会甯同乡会庆祝

成立71周年纪念联欢晚宴，宴设文东酒家。

2016年11月12日出席隆雪华堂庆祝成立93周年

堂庆联欢晚宴，宴设：隆雪华堂光前堂。

2016年8月21日出

席文德甲会甯会馆庆祝

成立72周年纪念联欢晚

宴，宴设：文德甲工业

城聚满轩。

2016年11月26日出席雪隆广肇会馆庆祝成立

129周年纪念联欢晚宴，宴设：半山芭喜来登酒家。

2016年9月27

日会长黎志平和会

务顾问苏志鸿及理

事与名誉顾问江柏

林先生共进午餐，

藉此遞上93周年会

庆请柬。

2016年11月22日在四会市人民政府代表团的安排下，本会

顾问苏志鸿、会长黎志平、第二副会长薛友伟、福利程德梅与

本会名誉顾问丹斯里梁海金共进午餐。

2016年11月22日雪隆会甯公会名誉

顾问江柏林设晚宴招待四会市人民政府代

表团。前排左起：四会市外事侨务局局长

陈新桂、四会市侨联会主席左建雄、会长

黎志平、名誉顾问江柏林、四会市市委常

委、统战部长及海外联谊会会长张志雄以

及会务顾问苏志鸿。

对
外 活

动 点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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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4日出席八打

灵育才学华小庆祝太阳能计划

落成“花椒阳光路”晚宴。

2016年7月16日出席八打灵再也义山公会庆祝成立55周年纪念联欢晚宴，宴设：星光海鲜庆丰楼宴会厅。

2016年7月3日出席美里省会宁同乡会

新会馆开幕、创会31周年及诗巫广东垦场

114周年纪念三庆典。 

2016年12月18日参与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办

第二届《爱是一家过冬至》活动，

地点：雪隆兴安会馆。

2016年11月26日本会妇女组出席雪隆兴

安会馆主办拿督庄霖局紳孝亲敬老征文比賽

暨妇女组芳华30周年联欢晚宴，宴设：天后

宮礼堂。

2016年5月28日出席八打灵千百家村善后互助部

庆祝成立70周年纪念联欢晚宴，宴设：阮梁公圣佛

庙。

对 外 活
动
点 滴

14

本会妇女组主席苏清珠（前排右二）接领主办单位颁发
《爱是一家过冬至》联办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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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2/10/2016雪隆会甯公会22人参与总
会青年团主办3天2夜瓜拉大汉山国家公园。

大汉山国家公园是一个面积4343平方公
里、完全被保护的区域，它是马来西亚最具代表
性的国家公园和最古老的雨林之一。

来到国家公园唯一不可错过徒步于悬挂半空
的吊桥，体验世界最长吊桥。凌空可一睹脚下的
自然景观，别是一番不同的体验。其次届时乘船
冲急流。

另外，总团团长卢学伟及秘书梁宝芩也代表
总团捐献日常用品给该处的12户原族民。

2016年6月5日总会巡回拜访及交流（第10站）

之雪隆会甯公会，下午三时抵达本会会所，以会长

黎志平为首配合理事会、青年团及妇女组理事迎接

总会长胡桂华及拜访团团员的莅临。

一场轻松且亲切的交流会，由副秘书长李伟康

主持。2小时的交流特点是简单又直接，虽不是以四

会话进行，但感觉是“会宁一家亲”的欢聚，份外

亲切。

言谈间，大家反应热烈，彼此交换与分享己

见，从中也计划总会未来的活动与其操作。

交流会于下午4:30宣布愉快结束，雪隆会宁

公会以简单水果味招待大家，其中少不了会宁闻名

的“枕头粽”，充满家乡浓情乡味。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巡回拜访及交流 ~ 第10站

会长黎志平汇报本会近期活动

本会理事与拜访团合照留影。前排左起：谢国豪、陈文
光、卢学友、薛友伟、胡桂华、黎志平、卢学伟、冼宝
源、张永亮及吴金英。

总团长卢学伟汇报总团未来活动 总会长胡桂华致词 李伟康副秘书长主持交流会

出发丛林夜游，活动全程将
近一个半小时，在夜晚穿越
森林、近距离观赏昆虫。

总团长卢学伟徒步于悬挂半空
的吊桥

登上Bukit Terisek 高峰

开始展开绿色丛林之旅

总团秘书梁宝芩(右一
起）及团长卢学伟代表
总团捐献日常用品给该
处的12户原族民。

雪隆会甯公会

参与总会青年团主办
瓜拉大汉山国家公园

大合照

对 外 活
动
点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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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动内容
2007年1月 会庆慰劳宴

第10次理事会议

理事团体意外保险（应届理事）

2017年2月 新春团拜 ~ 约定您 
日期：12/2/2017（农历正月十六） 
时间：上午11时至下午2时 
地点：本会会所三楼罗东贵礼堂        

新春理事联欢晚会

2017年3月 四会探亲及祭祖旅游团
（29/3/2017-3/4/2017）

第11次理事会议

2017年4月 春祭

“跑跑古迹，带出关怀”千人义山行
（23/4/2017青年团联办）

2017年5月 2016青年团大会暨改选

2016妇女组大会暨改选

会宁家庭日（青年团及妇女组）

第12次理事会议

2017年6月 2016会员大会暨选举
第71届（2017-2018）理事
（30/6/2017前召开）

会宁华团杯保龄球邀请赛（青年团）
【拟订斋戒期间】

会讯26期

24-26/6古晋会宁主办全砂会宁嘉年华会及
总会理事会议

2017年7月 第71届第1次理事会议

新届理事宣誓就职礼

2017年9月 会宁高尔夫球邀请赛

第71届第2次理事会议

2017年10月 秋祭

中秋晚会（青年团）

2017年11月 第71届第3次理事会议

94周年会庆

2017年12月 会讯27期

总会大会及改选（2018-2019）

雪隆会甯公会主办
6天5夜 广州/珠海/中山/顺德/肇

庆/广宁/四会
探亲祭祖兼旅游团

29/3/2017 ：吉隆坡-广州-珠海
30/3/2017 ：珠海-中山-顺德
31/3/2017 ：顺德-肇庆
1/4/2017 ：肇庆-广宁
2/4/2017 ：广宁-四会
3/4/2017 ：四会-广州-吉隆坡

团费报价：每人RM3,100.00 全包价
                  （马来西亚航空）
团费含：行程内车/酒店住宿/餐食/中文

导游/景点入门票/个人旅游保险/中国单次旅
游签证

★有意参加者，请尽速报名，
只限50位团员！

《会甯会讯》

雪隆会甯公会自2000年开始出版《会甯
会讯》邮寄给全体会员，主要报道本会近期活
动，以文字联合图片的方式，向会员们报导公
会的动向和活动讯息，从而加强公会与会员之
间的联系和互通桥梁，起着促进的积极作用。

欢迎新会员 (2016年6月至12月)

陈伟骏先生 陈伟贤先生 梁玉瑜女士 骆国鸿先生 曾冠荣先生 曾冠雄先生

曾业亮先生 曾冠仪小姐 陆志华先生 伍玉珍女士 郑亚财先生 郑伟杰先生

郑有成先生 郑国安先生 黄彩珍女士 李玉坚先生

哀悼逝世会员   (2016年6月至12月)

罗亚新先生 罗月英女士 赵秀英女士 谭   田先生 吴世明先生

2017年活动预告

会讯编委会
主任：程德梅
委员：许玉凤、李伟康、梁新娟、黄荷喻
欢迎各会员热烈投稿和提供宝贵意见，

E-mail: wuileng.assoc@gmail.com

Dicetak oleh: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1,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589211    Email: p.advanco@gmail.com

新春团拜 ~ 约定您
日期：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二日
          （农历正月十六）星期日
时间：上午十一时至下午 二 时
地点：本会会所三楼罗东贵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