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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雪隆会甯公会庆祝该公会成立94周年、青年

团28周年暨妇女组18周年纪念，特假于吉隆坡隆雪华堂光

前堂举办《凝聚乡情 飞跃九四》联欢午宴。

当天出席参与其盛者有主宾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

玉、贵宾总会署理会长杨昌华PPN、嘉宾来自中国肇庆市

外事侨务局副调研员覃小建 、肇庆市侨联副主席谢跃红、

四会市外事侨务局局长陈新桂一行六人的代表团。此外，

该会历届顾问、东西马会宁属会会长及代表、雪隆区华

团、华青、妇女组等会员、同乡及友好亦受邀出席盛会，

济济一堂，场面热闹，筵开70席。

午宴在会长黎志平、嘉宾拿督斯里申学明鸣锣及顾问

罗东贵、谢荣全、伍有华、彭悦成、筹委会主席冼宝源、

肇庆市外事侨务局副调研员覃小建击鼓下掀开序幕。

会长黎志平致词时坦言，现在许多社团组织都面对后

继无人或青黄不接困境，社团组织应求对策，确保整个组

织顺利发展，不会被排除在时代列车外。

他也呼吁年轻乡亲，无论是什么籍贯应该考虑担任社

团领导，为乡团服务和献身，这是一种使命与义务。

午宴也邀请到首邦市力行华小和八

打灵育才华小的学生到来表演舞蹈、铜乐

队演奏、韵律操、轮舞，这两所学校是该

会于50年代会宁先贤们所创办。席间也

颁发会员子女中小学奖励金和大学毕业荣

誉奖。此外，余兴节目包括合唱团呈献歌

曲、武术以及太极扇精彩表演。 

会庆筹委会主席冼宝源致谢词表示，

先贤创立公会，历届理事努力经营，该会

总算有一些成绩，值得缅怀与欣慰。他也

鼓励新生的会宁一代必须怀着一股热忱的

除旧换新的观念，推动会宁人的文化以及

提高会宁人在社会的地位以及形象，包括

在各个领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筹委会主席
冼宝源
致谢词

大会主席兼会长黎志平致欢迎词

欢庆94周年纪念理事们向嘉宾敬酒仪式

雪 隆 会 甯 公 会 盛 宴 欢 庆

《凝聚乡情  飞跃九四》
联  欢  午  宴

（左图）贵宾总会署理会长
杨昌华PPN致词

（右图）主宾隆雪华堂会长
拿督翁清玉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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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组迎接贵宾总会署理会长
杨昌华PPN （左）入场

鸣锣人黎志平（左）及拿督斯里申学明

94周年会庆《凝聚乡情 飞跃九四》花絮留影（1）

大会主席黎志平（左）带领主宾
拿督翁清玉（右）及嘉宾入场

主持鸣锣击鼓嘉宾：谢荣全（左起）、罗东贵、
冼宝源、黎志平、拿督斯里申学明、伍有华、
彭悦成及覃小建合影留念。

八打灵育才华小表演独轮学生准备就绪带领嘉宾入场

海外嘉宾与本会理事合照：
四会外事侨务局陈新桂局长
（左起）、德庆县外事侨务
局祝灶容副局长、大会副主
席薛友伟及青年团副团长梁
宝芩。

大会主席黎志平（右）
和筹委会主席冼宝源于
午宴会场合照

海内外嘉宾与本会理事合照。大会副主席萧锡全（左起）、
高要区委统战部港澳办主任刘志、顾问雷金桦、筹委会主席
冼宝源、大会主席黎志平、肇庆市外事侨务局覃小建副调研
员、肇庆市侨联谢跃红副主席、四会外事侨务局陈新桂局
长、德庆县外事侨务局祝灶容副局长、大会副主席薛友伟及
顾问拿督斯里申学明夫妇。

94周年会庆《凝聚乡情 飞跃九四》花絮留影（2）
94周年会庆筹委会全体同人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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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周年会庆《凝聚乡情 飞跃九四》花絮留影（1）

94周年会庆《凝聚乡情 飞跃九四》花絮留影（2）

会务顾问谢荣全（左起）、总会副会
长林建淇PPT、执行秘书许玉凤及妇
女组主席黎芳于会场合照留念。

筹委会主席冼宝源（左起）与接待组周凤
仪、申桂英、黎芳及黄荷喻合照。

奖励金报到处工作人员

会长黎志平（左起）与招待组
胡美英、邓小萍、叶玉萍及林
彩丽合照。

本会副秘书长李伟康（左起）、第一副会长萧锡全与
顾问罗东贵、前任理事梁奇兴及顾问彭悦成于VIP室
合照

妇女组顾问苏清珠（中）与妇女组主席黎芳（左二）及理事合照

总团长卢学伟（左起）、总
会副会长张来福AMP及砂拉
越会宁会长江先明于午宴会
场合影。

司仪李彦琪（中）与本会理事梁宝芩（左起）、
程德梅及黎芳（右一）合照留念

午宴贵宾总会署理会长杨昌华PPN（左二）与本会第
二副会长薛友伟（右一）合影。左一起美里会宁署理
会长江顺诗、马登巴冷会甯总务陈发祥及古晋会宁副
秘书潘海伦。

首邦市力行华小代表与本会理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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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黎志平（中）代表互赠纪念品予肇庆市外事访问团，由肇庆市外事侨务
局覃小建（左四）副调研员代表接领。

第七届会甯华团杯保龄球邀请赛优
胜者合照留影。左起为季军丁海
良、颁奖人团长谢国豪、亚军许玉
凤及冠军丁海坚（李伟康代领）。

雪隆会甯公会颁发奖励金予首邦市力行华小成绩优异学
生。后排左一为会甯代表丁海良董事、第二副会长薛友
伟、第一副会长萧锡全、会长黎志平、董事长彭悦成、
李碧华校长及校方董事代表。

雪隆会甯公会颁发奖励金予八打灵育才华小成绩优异学
生。后排左起为第二副会长薛友伟、第一副会长萧锡
全、会长黎志平、周福仁校长及伍玉珍副校长。

第二副会长薛友伟（左一站）颁发中学组奖励金，并由
文教组主任黄钜强（（右一站）陪同，颁奖仪式后与学
生合影留念。

第一副会长萧锡全（右一）颁发小学组奖励金，并由
文教组主任梁新娟（左一）陪同，颁奖仪式后与学生
合影留念。

本会名誉顾问雷金桦令嫒雷淑贻医生（右二）获得专
科医生之庆

名誉顾问拿督斯里申学明（左六）赠送纪念品予大学毕
业荣誉学位，并由会长黎志平（右五）及筹委会主席冼
宝源（左五）陪同，仪式后与获奖者合影留念。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副会长张来福AMP（左）及林建淇
PPT（右）颁发总会中学奖励金，并与获奖的学生合影
留念

94周年会庆

《凝聚乡情 飞跃九四》

花絮留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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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周年会庆
《凝聚乡情 飞跃九四》花絮留影（4）

94周年会庆

《凝聚乡情 飞跃九四》

花絮留影（3）

李彦琪司仪

泰莱大学华文学会呈献二十四节令鼓 会甯妇女组合唱团呈献歌曲

力行华小铜乐队演奏 力行华小呈献拉丁舞

育才华小呈献韵律操 育才华小呈献轮舞

双人武术表演 - 谭钲斌刀术 双人武术表演 - 谭钲阳长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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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雪隆会甯公会青年团主办，隆雪华青、直
辖区宗乡青、雪隆李氏青、雪隆海南青、雪隆清远
青、隆雪河婆青、吉隆坡和平青、雪隆福青和雪
隆惠州青协办的【重阳家游乐】，于2017年11月
5日（星期日）早上7时至中午12时在皇后镇公园
（Taman Tasik Permaisuri）成功举行，参加者
逾200人，工委40多人。

为了重拾大众对重阳节的了解，发扬传统家庭
价值观，以达致和谐社会，活动特以家庭日行山玩
游戏的方式，提供参加者一家人共同郊游踏青。

重 阳 家 游 乐

在雪隆会甯公会会长黎志
平致词后，众人一同放竹蜻蜓
为活动揭幕仪式，场面热闹。
当天节目包括登山、品尝重阳
糕、闯关益智动态游戏等，参
与者都反应热烈，尽情投入。

登山品尝重阳糕兼听故事 主持人讲解活动的规则

会长黎志平致开幕词

团长谢国豪（前排左三）与协办单位负责人
团长谢国豪

重阳家游乐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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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阳 家 游 乐

花  絮
工委会分配工作岗位

重阳活动之一
登山听故事

勤劳的工委们 辛苦了

大家一起做早操

第二位幸运儿-脚车一辆

(左图) 
游戏进行中

(右图) 
享受亲子游戏

第一位幸运儿 - 脚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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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祭祀典 
慎终追远

“爱华教义演”为首邦市力行华小筹得100万令吉

由星洲日报和海鸥基金联办，首
邦力行华小主办的“爱华教义演”在
该校礼堂举行，以筹募提升礼堂和草
场设备建设基金。

雪隆会甯公会乐捐1千令吉，出
席代表：会长黎志平及第二副会长薛
友伟。 

10月15日，一年一度之秋祭祀典于吉
隆坡广东义山《会甯总坟》举行，会长黎志
平、顾问谢荣全、伍有华、理事及会员乡亲
踊跃参加祭祖，同申虔敬，慎终追远。

秋祭祭祖是华人的传统美德，而该公会
每年春秋两次的祭祖仪式，主要是让新生代
缅怀祖先的丰功伟绩，继承传统，增进彼此
的乡情，并祈求会宁子孙昌盛，後代蕃昌。

成功筹获义款并进行移交模拟支票 财政丁海良（左二）代表本会出任力行
华小董事

建于1928年历
史悠久《会甯
总坟》

拜祭仪式

广东义山大伯公

香烛鼎盛《会甯总坟》

采访会务顾问伍有华罗东贵

拍摄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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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度空间制作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目
《籍宝乡》

2017年8月13日 八度空间到来雪隆会甯公
会录制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目《籍宝乡》，其
节目宗旨是挖掘更多籍贯文化以让青少年有更
深一层的认识，同时也借此推广马来西亚不同
的籍贯，让更多海内外人士认识马来西亚籍贯
的特性。

本会被邀请参与此次拍摄, 除了为推广会
宁人的特有文化，原因是雪隆会甯公会整栋楼
开放成不同的艺术空间，让更多年轻元素加入
会馆中，是有别于其他会馆的独特之处。

拍摄内容:
a) 会甯公会历史、会甯人背景。
b) 会甯公会整栋楼
c) 会甯菜 (广宁酸鸭、广宁笋干花肉、四会濑粉、芋梗焖排骨/鸭、四会油糍、四会枕头粽、
    仁面果焖排骨、丸仔糍)
d) 会甯公会历史文物 (印章、帐簿、旧时照片、会议记录簿、先贤们当年从事木匠工具、烫(炭)斗、
    乡贤们用过的水烟壶、会议摇铃、银行支票簿等)

拍摄对象:
a) 出席会甯菜制作的老中青会甯人(人数约莫 20-30 人)
b) 会甯公会历史与会甯人背景: 会务顾问罗东贵和伍有华、现任会长黎志平。
c) 制作会甯菜的过程及每道菜背后故事的人 (由会馆推荐许玉凤)

播放日期：
a) 预计2018年3月底 – 八度空间8 TV 

拍摄会甯公会历史文物

采访会务顾问伍有华罗东贵 采访会务顾问罗东贵 采访会长黎志平

拍摄制作广宁酸鸭过程

拍摄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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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询问顾问
罗东贵关于会宁
历史

拍摄团队正录制会宁菜

录制烹煮会宁菜之广宁酸鸭过程 八度空间籍宝乡拍摄团队

妇女组正忙于《会宁佳肴》 八度空间籍宝乡制作人陈伟智（右一），
主持人杨于羲（右二）。

分享会宁佳肴并与拍摄团队交流 拍摄会甯妇女组合唱团

马来西亚

华人文化节目

《籍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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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会甯公会、青年团暨妇女组于2015年主办《90历史展》，此

参赛在总团长卢学伟的鼓励及推荐下报名参加由乡青总联举办两年一度

的“杰出乡青团体奖佳作奖”。

颁奖典礼于11月12日与该会庆祝94周年会庆午宴同日举行，而《90

历史展》获得“全国杰出乡青团体奖杰作奖”

获得此奖除了感谢《90历史展》所有工作人员，尤其是当时担任会

长的苏志鸿和筹委会主席李伟康。

20-21/10/2017总会团长卢学伟、副团长谢国豪、秘

书梁宝芩、雪隆会甯青周凤仪及何振威代表马来西亚会

宁总团出席由华总主催、华总青主办为期两天的“2017

年全国华青高峰会”在华总大厦举行，其中首相拿督斯

里纳吉与华青的TN50（2050年国家转型计划）对话是高

峰会的焦点，吸引了逾千名华裔青年出席。

2017年全国华青高峰会

总团代表副团长谢国豪（左起）、团长卢学伟及
秘书梁宝芩。

全国杰出乡青团体奖佳作奖

何振威（左起）、谢国豪、周凤仪、卢学伟、梁宝芩及李伟康代表不同的华青团体
出席高峰会。

出席华青与首相对话是高峰
会的焦点

雪隆会甯公会青年团荣获

“全国杰出乡青团体奖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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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本团团长谢国豪参与由总团主办，总团长卢学伟带领的马来西亚会宁乡亲一行20人探险

队勇闯怡保椰壳洞。

12月17日本会会务顾问谢荣全在吉隆坡篮总

大厦碧华楼酒家庆祝90岁大寿，并捐出4千令吉给

4单位，雪隆会甯公会、吉隆坡谢氏联宗会、金宝

会甯同乡会及沙叻秀阮梁公圣佛庙。 

90高龄的谢荣全精神奕奕及饱满，儿女、媳

妇、女婿及孙儿在寿宴上献上最深切的祝福。

总团主办椰壳洞探险记
宗旨：提供团委交流空间、提倡团结精神及欣赏大自然巧作。

会务顾问谢荣全~90岁大寿

整个行程除了走，还要爬、蹲、滑和穿插，中途的高速滑落，

而且周围没有什么可以塔脚或支撑的东西，一滑就从高处一直滑下来

了，真的考验乡亲们的胆色，惊险万分，心跳一百。

约4个小时多的探险，团队终于完成了全程，椰壳洞探险旅一个

很难忘的惊险旅。

进入椰壳洞前来张大合照：团
委张永亮（左起）、署理团长
刘传聪、团长卢学伟及副团长
谢国豪。

本会团长谢国豪（蹲）脏兮兮的爬出洞
我们征服了椰壳洞

此外，谢荣全先生目前为本会入会最久的一位

会员，据他说23岁加入雪隆会甯公会，可称为《天

子第一号》会员。

本会全体理事联合赠送由书法爱好者周民光亲

笔写下《寿而康》字画及礼篮予谢荣全寿星公，并

藉此感谢对公会的贡献。

福如东海水  寿比南山松

本会联合赠送礼篮及字画《寿而康》予寿
星公谢荣全（右四）。冼宝源（左起）、
伍天富、谢国豪、黎芳、黎志平、雷金桦
及苏志鸿。

本会顾问及理事与寿星公谢荣全（后排左四）
合照

本会妇女组理事与寿星公谢荣全
（前排中）合照

本会理事与寿星公谢荣全（右五）合照

谢荣全（右二）和儿子谢树鸿
（右一）捐献本会教育基金1千
令吉，财政陈德隆接领， 左一
为会长黎志平。

执行秘书许玉凤
（右）接过寿星
公谢荣全（左）
派红包

谢国豪（左起）、
李 伟 康 （ 寿 宴 司
仪）接过寿星公派
红包。

顾问苏志鸿（左
起）、雷金桦接
过寿星公谢荣全
派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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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碧桂园森林城市

7-8/10/2017，本会婦女组主席黎芳率领理事陈玉清、梁新娟、黄荷喻、陈玥如和程德梅，参与由隆

雪华堂妇女组假彭亨州文冬快乐天堂度假村举办第三届【打造全方位智慧女性】生活营，以提升女性的

智慧与技能，塑造独立自主精神与发挥自身才华，与此同时也藉此加强与属会妇女组的联系。

两天一夜生活营课程涵盖五大重点，即：营养与健康、安全意识、科技（Smart Phone的应用）、法

律常识、会议规范及宴会礼仪讲座，这些都与女性有着密切相关的议题。除此之外，主办单位也特别安

排原野探索与团康户外活动，节目多姿多彩，让参与者有一个难忘的集体生活新体验。

参与第三届【打造全方位智慧女性】生活营 

第三届【打造全方位智慧女性】生活营大合影

10月22日本会理事在公关程德梅的安排，由妇女组主席黎芳带领

理事陈玉清、梁新娟、陈玥如、叶凤英、叶亚莲、程德梅、黄荷喻、

申桂英以及吴宝玲一行十人受邀前往柔佛州新山参观碧桂园森林城

市。

森林城市是由中国发展商碧桂园建设的一个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森林城市项目耗资2500亿，占地大约14平分公里，整个项目耗时20年

建设在4个人造海岛上，森林城市将受政府承认为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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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017会甯妇女组合唱团举办年度合唱团团员

观摩赛，合唱团在导师吴焕伟的细心指导与培训下，给

予参赛团员积极排练，务求达到理想水平的演出。

团长何清顺希望团员们勇敢地站在舞台上呈献他们

所学的歌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留白。

同时，会长黎志平为鼓励参赛团员，第一次在众人

面前高歌一曲，让赛事画上圆满的句号。

合 唱 团 观 摩 赛 

12月17日隆雪华堂妇女组在十三个联办团体合作下成功主办

《爱是一家过冬季》，参赛团体发挥无限的创意汤圆让大家品尝

及摊位摆设。

活动获得空前的熱烈反应，十三个摊位各提供三百粒特色湯

圆，加上全埸来宾和小孩子供献的近千粒湯圆，也吃光光。

本会妇女组为联办团体，而当天创意汤圆为“团团圆圆庆冬

至”，虽没获选为我”最喜爱的汤圆”单位，但旨在参加此项华

人传统习俗的活动。

妇女组参与《第三届爱是一家过冬至》

本会团队：陈玉清（左起）、叶亚莲、陈玥
如、林彩丽、曾雅娇、叶凤英、黎芳、申桂
英及梁新娟。

雪隆会甯公会妇女组《爱是一家
过冬至》摊位

来宾们品尝汤圆 妇女组主席黎芳（中）正与理事们
精心布置摊位

曾雅娇献唱会长黎志平为合唱团
助兴-高歌一曲

陈和平（右）评判老
师赠送两首歌曲予本
会合唱团

会长黎志平（右）
颁发奖金予观摩赛
冠军得主何清顺

合唱团观摩赛团员与嘉宾大合影



15

妇女组参与《第三届爱是一家过冬至》

2 0 1 7 年 对 外 活 动 花 絮  （1）

7月15日申桂英（后左
起）、陈玉清代表出席
雪隆顺德会馆妇女组庆
祝58周年晚宴，并在同
一间酒楼与出席狮子会
晚宴的本会代表黄荷喻
（左起） 和程德梅相遇
合照留念。

7月15日出席吉隆坡东区狮子会庆祝25周
年筹款晚宴，本会代表黄荷喻（左）和
程德梅。

8月26日出席金宝会甯同乡会欢庆66周年
庆典晚宴，本会代表：程德梅（左起）、
黎芳、陈玉清、程德莲及黄荷喻。

9月18日出席文德甲会甯会馆欢庆78周年庆典晚宴，本会
代表：冼宝源（右起）、萧锡全、黎志平、程德彩及程德
莲。后排右起：黎芳、梁新娟、陈彦金、丁海良、程德梅
及叶玉萍。

10月1日出席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欢庆17周年庆典与该会的
理事合照。本会代表陈瑛丽（左起）、谢国威、谢国豪、
何清顺、叶凤英、叶亚莲、黎芳、陈玉清、梁立卉、程德
莲及程德梅。

11月11日出席隆雪华堂欢庆94周年堂庆，本会代表：陈彦
金（左起）、彭玉堂夫妇、梁宝芩、刘丰进、林彩丽及程
德梅。后排左起：黄荷喻、薛友伟、冼宝源及梁新娟。

11月11日本会财政丁海良代表接待来自东马乡亲出席本会
94周年会庆嘉宾，左二为总会署理会长杨昌华P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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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 年 对 外 活 动

花 絮  （2）

10月21日出席雪隆广西会馆欢庆90周年庆典，本会代表
黄荷喻（左）和程德梅。

11月25日出席合唱团团长何清顺为长男办喜宴，本会代
表：谢国豪（左起）、李伟康、冯锦才及许玉凤。右起
为萧锡全及黎芳。

本会理事与新家翁何清顺合影

11月25日出席雪隆广肇会馆欢庆130周年庆典晚宴，本会代
表：陈玥如（左起坐）、黄荷喻、陈玉清、程德梅、吴宝玲
及伍国铭夫妇。后排右起：梁宝芩、薛友伟、黎志平、冼宝
源及伍国诚。

       雪 隆 广 肇 会 馆 1 3 0 周 年 会 庆



17

10月29日出席雪隆番禺会馆
欢 庆 9 0 周 年 庆 典 ， 本 会 代
表：伍国诚（右）和陈玥如

11月26日出席马来西亚朱氏联合会欢庆61周年庆典，本会
代表团长谢国豪（左一）与其他华团代表合照。

11月11日出席雪隆顺德会馆欢庆103周年庆典，本会代表：
萧锡全（左起）、谭明威及其他华团代表。

9月2日出席雪隆台山会馆欢庆64周年庆典，本会代表黄荷
喻（左）和陈玉清。

10月21日出席雪隆高要会馆欢庆92周年庆典，本会代表：
申桂英（左）和陈玉清

2 0 1 7 年 对 外 活 动

花 絮  （3）

8月13日出席雪隆南海会
馆欢庆65周年庆典，本会
代表：陈玉清（左）和黄
荷喻。

8月13日出席 雪隆茶阳会
馆欢庆140周年庆典，本
会代表：伍国诚（左）和
陈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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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10/12/2017于怡保会所顺利召开2017年

第22届第2次会员代表大会暨选举第23届理事，本会会长黎志

平于复选会中选财政，而公关程德梅为联络主任。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青年团举行第九届（2018-2019）改选，原任团长卢学伟蝉联总团团长，继续带领

总团迈向高峰。

而本会青年团团长谢国豪及秘书梁宝芩也不战而胜，连任副团长和秘书。 

团长卢学伟致词时表示，敦促新届团委及团员支持新届领导层，让团务顺利进行。

总会第23届 （2018-2019）年度理事宣誓就职

会长黎志平中选财政    程德梅为联络主任

12月10日总团改选  谢国豪和梁宝芩蝉联总团副团长及秘书

总会理事宣誓就职 第23届（2018-2019）新届理事合照

总会2017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出席者大合照

雪隆会甯公会代表出席总会宣誓就职礼

本会理事出席总会代表大会（左起）
青年团副团长梁宝芩、会长黎志平、
团长谢国豪、第一副会长萧锡全、第
二副会长薛友伟、秘书长冼宝源及公
关程德梅。

（左图）
总团长卢学伟（右四）
带领新任团委宣誓就职

（右图）
第九届（2018-2019）
新届团委大合照

他 指 出 ， 将 带 领 年 轻 的 乡

亲冲出马来西亚，并呼吁青年积

极参与该团举办的海外商务代表

团，将本地商品推出外国市场，

制造创业机会及扩大业务。 

新届团委也于当晚举行宣誓

就职礼。
团长卢学伟（左三)主持团委大会，左
起副团长谢国豪、署理团长刘传聪及秘
书梁宝芩。

总团团委于召开大会前与顾问潘
海伦（左四坐）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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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来 西 亚 会 宁 总 会 妇 女 组 改 选 第 5 届
（2018-2019）组委，由文德甲会甯妇女组主任
吴金英当选主任职。

本会妇女组代表黎芳当选副主任、梁新娟副
财政、黄荷喻康乐及理事陈玉清和叶亚莲。

新任主任吴金英致词时说，感谢组委的支
持，经过数年的相处，妇女组各属会交流，组委
个人长处皆有提升，希望大家可持续成长，共同
推动会务。 

新届组委也于当晚举行宣誓就职礼。

12月10日总会妇女组改选
黎芳当选副主任

2018 年1月7日举办“94周年会庆”

慰劳宴往适耕庄一日游，以感谢理事的群

策群力让会庆圆满落幕。

筹委会主席在午宴时表示，感谢筹委

会工作人员的同心同力，出钱出力，参与

会庆筹备工作，并把分内的工作做好，使

活动得以顺利完成。

午餐在双龙海鲜酒家用膳（包办本会

94周年庆典酒家），气氛融洽轻轻愉快。

回程中也参观适耕稻米厂及购买当地特色

小吃，大家皆买得不亦乐乎。 

94会庆慰劳宴   
适耕庄一日游

会庆筹委会工作人员于适耕庄稻米展览馆合照
留念

购买不同品种的米类及手信

会庆慰劳宴于适耕庄
双龙酒家筵开5席，筹
委会主席冼宝源（左
起）、东主江昌明和
会长黎志平于酒家内
合照。

参观及购买新鲜制作
的鱼丸、鱼饼等

第五届（2018-2019）新届组委合照

妇女组新届主任吴金英（右四）带领组委宣誓就职

本会妇女组代表出席组委大会，梁新娟（左起）黎芳、
陈玉清、叶亚莲及黄荷喻。

本会妇女组代表出席总会妇女组组委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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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etak oleh: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1,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589211    Email: p.advanco@gmail.com

日 期 活动项目 备 注

1月份 会讯第27期

7.1.2018 会庆慰劳宴-适耕庄

3月份 第71届第5次理事会议

4.3.2018 2018新春团拜 会所礼堂

15.4.2018 春祭 会甯总坟

22.4.2018
第18届“跑跑古迹，带出关怀”
千人义山行

青年团
联办

5月份至
6月份

第71届第6次理事会议

会甯家庭日

2018年度青年团团员大会 会所礼堂

2018年度妇女组组员大会 会所礼堂

第八届会甯华团杯保龄球邀请赛
（拟订斋戒期间）

（16/5至
14/6）

第30届“您的一滴 救我一命”
捐血运动

妇女组
联办

17.6.2018 2018年度会员大会 会所礼堂

7月份
会讯第28期

第71届第7次理事会议

8月份至 
9月份

中秋晚会

第71届第8次理事会议

10月份
秋祭 会甯总坟

会甯高尔夫球友谊赛

11月份
95周年会庆

第71届第9次理事会议

24.11.2018
第十一届世界会宁联谊大会
（香港）兼组团回乡探亲及
旅游观光团

香港

12月份 会讯第29期

雪隆会甯公会大厦 简介

■ 1923年成立
■ 1983年12月拆除两层店铺兴建五层大厦
■ 1983年12月至1985年4月借用雪隆广肇会馆
      为临时办事处
■ 1985年5月五层大厦完工
■ 1988年3月27日举行开幕典礼

《会讯》

《会甯会讯》自2000年10月开始出
版，主要报道会务活动和信息，至今出版了
27期。

回顾18年多来的《会讯》，从一开始的
8页黑白版，到今天20页全彩，让这份刊物
的内容更为丰富，成为公会与会员互通信息
与交流平台。

在此，衷心感谢各位多年来对《会讯》
的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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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隆会甯公会
网站：www.wuileng.org.my
电邮E-mail: wuileng.assoc@gmail.com

会
甯
大
厦

距离雪隆会甯公会会所不到50米的MRT和
LRT站（Pasar Seni Station）

欢迎新会员  2017年8月12月

伍伟侨先生    吴木华先生       余亚坤先生 
苏福胜先生    罗木妹女士       黄宝珠女士 
黄月珍女士    樊金莲女士       樊兆莲女士 
莫桂珍女士    程德波先生         叶志兴先生
陈薇萍女士

哀悼离世会员    2017年8月至12月

黎树荣先生    冯    友先生        陈树坤先生 
李    骚女士    彭达坚先生        彭达明先生 
彭达军先生    邓泉妹女士       邵   奀先生
许有庆先生 

雪隆会甯公会2018年活动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