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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Gabungan Persatuan Hui Ning Malaysia 
No. 16A-3, Persiaran Ho Lok Park, Taman Taiping, 31650 Ipoh, Perak. 

Tel：03-2026 1873  Fax：03-2026 9886 

E-mail：mal.huining@gmail.com  website：www.huiningmalaysia.org 

 

日期：2017年 9月 29日 
 

敬致：马会宁总会属下会员 

事项：第 22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选举通知书 

 

谨订于 2017年 12月 10日（星期日）， 下午 2时正，在本会拿督张业荣礼

堂召开上述会员大会暨第 23届（2018-2019）理事会选举。所有委派代表、

会务报告或任何提案，请于 2017年 11月 24日（星期五）前以书面交至本

会秘书处，逾期恕不处理。 
 

届时祈请拨冗出席，是盼。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会  长：胡桂华      

秘书长：张永亮 敬启 

 

议程： 

1. 会长胡桂华乡长致词 

2. 复淮前期大会记录（3/12/2016） 

3. 讨论及接纳 2017年度会务报告 

3.1）总团 2017年团务报告 

3.2）妇女组 2017年会务报告 

4. 讨论及接纳 2017年度财政报告（1.10.2016 - 30.9.2017） 

5. 讨论 

5.1） 24/11/2018（香港）第十一届世界会宁联谊大会应办事项 

5.2）于四会市下茆绿海生态园内建设会宁海外文化馆事宜 

6. 讨论及通过大会提案 

7. 第 23届（2018-2019）理事会选举  

8. 委任查账 2名  

9. 散会 

mailto:mal.huining@gmail.com
http://www.huiningmalays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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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第 22 届（2016-2017）年度理事    

 

名誉会长：伍有华（雪隆） 

         张廷强 JMN（民都鲁） 

         拿督张业荣（霹雳） 

会务顾问：江泽强（古晋） 

义务法律顾问：叶海量律师 

        王佩文律师 
 

会        长：胡桂华（文德甲） 

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民都鲁） 

副  会  长：张来福 AMP（文冬） 

副  会  长：林建淇 PPT（巴占） 

副  会  长：卢学伟（总团团长-文德甲） 

副  会  长：江梅花（妇女组主任-美里） 

秘  书  长：张永亮（文德甲） 

副秘书长：陈文光 AMP（务边） 

正  财  政：叶宗明（民都鲁） 

副  财  政：黎志平（雪隆） 

正  文  教：陈发祥（马登巴冷） 

副  文  教：准拿督梁祖德 DJN,PKT,PJK,PJM（槟城） 

正  福  利：曾志良（务边） 

副  福  利：准拿督林国强 DJN,PJK（槟城） 

正  联  络：程德梅（雪隆） 

副  联  络：王东昌（万里望） 

正  调  查：黄启富 PPT（巴占） 

副  调  查：江火麟（林梦） 

理        事：A.B.K.刘汮桦（砂拉越）、陈作勇（古晋）、江先柱（美里）、 

        黄永发（太平）、邓天荣 PJK（万里望）、杨锦波（金宝）、 

        拿督廖志明（霹雳）、黄辉松（马登巴冷）、周万财（霹雳）、 

        刘传聪（署理团长-民都鲁）、吴金英（妇女组署理主任-文德甲）。 

查        账：卢天德硕士（霹雳）、江先平（砂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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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第 22届第 2次会员代表大会属会代表名单（1） 

 

文德甲会甯会馆  ：胡桂华（会长）*当然理事 

              张永亮（总务） 

                   卢学伟（团长） 

 

雪隆会甯公会  ：黎志平（会长）*当然理事 

        萧锡全（第一副会长） 

        薛友伟（第二副会长） 

    冼宝源（秘书长） 

        程德梅（福利）   

        谢国豪（团长） 

         

砂拉越会宁同乡会  ：江先明（会长）*当然理事 

        江先平（秘书） 

        谢志光（副秘书长） 

   江先福（财政） 

   江志飞（文教） 

   江凤英（妇女组主任） 

         

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 ：冯秋波（会长）*当然理事 

        梁营政（署理会长） 

   叶宗明（副会长） 

        江华兴（副会长） 

             

巴占会甯同乡会  ：林建淇 PPT（副主席）*当然理事 

        邝永进（主席） 

        黄启富 PPT（副总务） 

 

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 ：黄辉松（会长）*当然理事 

            陈志强（副会长） 

                   陈志添（副总务） 

 

金宝会甯同乡会  ：杨锦波（会长）*当然理事 

        莫如珊（总务） 

 

太平会甯会馆  ：黄永发（会长）*当然理事 

         曾    发（总务） 

        吴英华（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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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第 22届第 2次会员代表大会属会代表名单（2） 

 

林梦会宁同乡会  ：江火麟（会长）*当然理事 

 

万里望会甯同乡会  ：保留 （会长）*当然理事 

                    王东昌（署理会长） 

                              黄华光（总务） 

 

槟城会甯会馆  ：准拿督林国强（会长）*当然理事 

   准拿督梁祖德（副会长） 

                           欧炳钊 PJK,PKT（总务） 

                     

文冬会甯同乡会  ：张来福 AMP（主席）*当然理事 

        张廷陆 SMP,PKC,PJK（总务） 

        冼玉华 PJK（妇女组主任） 

 

吡叻会甯公会  ：拿督廖志明（署理会长）*当然理事 

                 谭锦基（副会长） 

        周万财（总务）                   

         

务边会甯同乡会  ：曾志良（会长）*当然理事 

             陈文光 AMP（总务） 

             陈国祥（交际） 

 

古晋省会宁同乡会  ：梁明光（会长）*当然理事 

        廖树文（秘书） 

          陈作勇（财政）  

 

美里省会宁同乡会  ：江先柱（会长）*当然理事 

         江顺诗 （署理会长） 

    江恩华 （秘书） 

    江梅花（妇女组主任） 

             

总会青年团代表  ：卢学伟（文德甲） 

 

总会妇女组代表  ：江梅花（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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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第 22届第 1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日    期：3/12/2016（星期六）下午 2时 

地    点：拿督张业荣礼堂 

会    长：胡桂华 

出席者： 

文德甲会甯代表 ：胡桂华、张永亮、卢学伟。 

雪隆会甯代表 ：黎志帄、萧锡全、冼宝源、程德梅、黎芳、梁新娟。 

砂拉越会宁代表 ：ABK刘汮桦、江先明、江先帄、江凤英、冯美凤。 

民都鲁会宁代表 ：杨昌华 PPN、叶宗明、刘传聪。 

古晋会宁代表 ：梁明光、江帅德、陈作勇。 

美里会宁代表 ：江先柱、江恩华、梁永刚。 

林梦会宁代表 ：江火麟 

吡叻会甯代表 ：拿督廖志明、周万财、谭锦基。 

万里望会甯代表 ：王东昌、黄华光。 

太帄会甯代表 ：黄永发、曾    发、吴英华。 

务边会甯代表 ：曾志良、陈文光 AMP、陈国祥。 

金宝会甯代表 ：杨锦波、陈契昌、莫如珊。 

槟城会甯代表 ：准拿督梁祖德、徐有和、邓浩雄。 

巴占会甯代表 ：邝永进、林建淇 PPT、黄启富 PPT。 

马登巴冷会甯代表 ：黄辉松、陈发祥。 

文冬会甯代表 ：缺席 

总团代表  ：卢学伟（文德甲） 

妇女组代表  ：江梅花（美里）      

记   录   ：许玉凤 

 

 

1) 会长胡桂华乡长致词 

今天是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2016 年度第 22 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也是总会一年

一度的会务和财政报告。我很高兴的看到全马会宁乡亲们欢聚一堂，共商讨会务

发展。 

自 2016 年接任会长一职已有一年了，当初竞选承诺率领理事巡回拜访各地会宁属

会，以来近东西马会宁属会，进而鼓励各属会多接触，多来往，进一步加强谅解

和促进乡谊。 

在这一年期间，拜访了总会属下十三间会宁属会。于拜访期间，双方通过交流和

讨论，除了加强联系，交换经验，互相学习，主要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提升

各属会会务今后迈向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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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仅剩下古晋会宁、砂拉越会宁以及林梦会宁属会倘未拜访，但我将预计 2017

年 4-5月期间完成巡回拜访的职务。 

除了巡回拜访活动，本会也计划明年 3 月组织商务考察团前往四会市、广宁县、

肇庆市和广东省拜访交流，藉此加强与家乡的联系，进一步探讨和展开商贸活动，

开拓中国市场的合作机会。而有关该行程，待本会拟定后通知各属会，希望各属

会踊跃参与。 

另外，我也呼吁青年团团委以及妇女组理事，今后举办更多与乡亲联系的活动，

不要辜负会宁乡亲们的期望，为会宁尽一份绵力。 

最后，我相信在全体理事同仁的通力协助下，本会将会持续地向前发展，会务将

会更加昌盛！谢谢。 

 

 

2) 复准及检讨前期大会记录（26/12/2015） 

2.1）文德甲会宁代表卢学伟提议复准，雪隆会宁代表萧锡全附议，大会赞成，一

      致通过。 

 

 

3) 讨论及接纳会务报告 

3.1） 总会 2015/2016年会务报告，秘书长张永亮： 

3.1.1） 会员 

总会属下 16间属会： 

槟城会甯会馆、雪隆会甯公会、吡叻会甯公会、太帄会甯会馆、砂拉越会

宁同乡会、万里望会甯同乡会、文德甲会甯会馆、文冬会甯同乡会、务边

会甯同乡会、金宝会甯同乡会、美里省会宁同乡会、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

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古晋省会宁同乡会、巴占会甯同乡会、林梦会宁同

乡会。 

 

3.1.2）会议 

(a) 26/12/2015在总会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召开第 21届第 2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选举第 22届（2016-2017）年度理事。 

(b) 26/12/2015在怡保喜悦海鲜酒家召开第 22届第 1次理事会议。 

(c) 02/07/2016在美里 Imperial Hotel – Danum Hall召开第 22届第 2次理事会

议。（租赁酒店会议厅从中午 12时至下午 5时费用 RM470.00） 

 

3.1.3）会务报告 

(a) 2015年 12月本会理事廖志明 AMP乡长荣膺彭亨州苏丹阿末沙殿下华诞

封赐 DIMP拿督勳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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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6/12/2015 会长胡桂华乡宣布长委任张永亮乡长（文德甲）为第 22 届

（2016-2017）秘书长及周万财乡长（霹雳）为理事。 

 

(c) 26/12/2015第 22届（2016-2017）理事于怡保喜悦海鲜酒家举行宣誓就职

礼，邀请本会卸任会长江泽强乡长及会务顾问拿督张业荣乡长监誓。 

 

(d) 委任第 22 届（2016-2017）名誉会长四位：【伍有华乡长、张廷强 JMN

乡长、拿督张业荣乡长】、会务顾问一位：【江泽强乡长】及义务法律

顾问二位：【叶海量律师及王佩文律师】。 

 

(e) 成立小组： 

i. 会讯组-主任张永亮（每年出版一次，预计每年 9月出版。） 

ii. 网络组-主任卢学伟 

iii. 贸易组-主任江火麟和程德梅 

 

(f) 20/02/2016 世华媒体 2016 新春联欢会，会长胡桂华乡长、秘书长张永亮

乡长及副秘书长陈文光乡长代表出席。 

(g) 27/02/2016 会长胡桂华乡长率领理事及乡亲们出席务边会甯同乡会举办

新春联欢宴。 

 

(h) 28/02/2016（农历正月二十一日）中午 12 时，在会所举行新春团拜，出

席者约 250人。 

 

(i) 29/02/2016 雪隆会甯公会会长刘国强 PPN 乡长不幸逝世，其家属居丧不

忘慈善，节约 RM2, 000.00予本会教育基金，录案致谢。 

(j) 01/3/2016 本会连同各属会、青年团及妇女组联名刊登星洲日报《大都会

版》敬挽，每单位挽词费 RM100.00 

 

(k) 2016年 3月万里望会甯同乡会改选，邓天荣 PJK中选会长并通知本会秘

书处由新任会长邓天荣 PJK出任卸任会长潘照南 AMP在总会的职务。 

 

(l) 30/4 /2016– 2/5/2016会长胡桂华乡长率领总会理事及乡亲一行约 25人巡

回拜访西马会宁属会，本次的巡回拜访目的： 

i. 促进总会与属会的密切联系; 

ii. 增进彼此的认识和了解，拉近大家的距离 

iii. 加强交流与合作，建立交流的帄台，分享会务进展心得; 

iv. 吸纳人才来共同提升乡会组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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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2016 –（第一站）槟城会甯会馆 

 01/05/2016 –（第二站）太帄会甯会馆、（第三站）巴占会甯同乡会-中 

    午欢庆会宁家庭日、（第四站）万里望会甯同乡会、（第 

     五站）吡叻会甯公会-晚上欢庆会宁家庭日。 

     02/05/2016 –（第六站）务边会甯同乡会、（第七站）金宝会甯同乡会、 

      （第八站）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晚上庆祝春祭联欢宴。 

  05/06/2016 –（第九站）文冬会甯同乡会、（第十站）雪隆会甯公会。 

 

(m) 01/07/2016 会长胡桂华乡长率领 6 位理事抵达民都鲁（巡回拜访第十一

站）， 于傍晚与民都鲁会宁同乡会进行拜访和交流。 

 

(n) 03/07/2016 上午八时美里省会宁同乡会庆祝新会所落成开幕礼、创会 31

周年及诗巫广东垦场 114 周年三庆典，会长胡桂华乡长受邀出席并给予

致词。 

 

(o) 03/07/2016 晚上 7 时美里省会宁同乡会庆祝新会所落成开幕礼、创会 31

周年及诗巫广东垦场 114 周年“会宁之夜”三庆典晚宴，会长胡桂华乡长

受邀出席并给予致词。（当晚会长胡桂华喉咙不适，由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乡长代读讲词。）  

 

(p) 03/07/2016 下午二时，会长胡桂华乡长率领众理事于美里省会宁新会所

与美里省会宁同乡会（巡回拜访第十二站）理事进行交流。 

 

(q) 03/07/2016 美里省会宁同乡会庆祝创会 31 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典礼，

本会联同 15间属会、青年团及妇女组赠送贺匾作为纪念，每单位贺匾费 

RM100.00 

 

(r) 09/07/2016 古晋省会宁同乡会举行第 8 届（2016-2017）理事会、第 6 届

青年团暨第 3届妇女组团委宣誓就职典礼及创会 14周年纪念联欢晚宴庆

典。因会长胡桂华乡长不克出席，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 乡长受邀出席并

于晚宴上给予致词。 

 

(s) 310/07/2016 文冬会宁同乡会庆祝成立 71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会长胡桂

华乡长受邀出席会庆晚宴并给予致词。 

 

(t) 13/08/2016 本会副文教梁祖德 PKT, PJK, PJM 乡长荣膺槟州元首封赐

DJN准拿督勳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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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1/08/2016 配合文德甲会宁会馆庆祝成立 77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本会署

理会长杨昌华 PPN 乡长率领理事拜访总会长胡桂华乡长所属之文德甲会

甯会馆（巡回拜访第十三站）进行交流。同时，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 乡

长受邀在晚宴上给予致词。 

 

(v) 21/08/2016 肇庆市赴东盟国家商务考察团由肇庆市贸促会、肇庆市商务

副局长刘方先生率领一行约 10人抵达吉隆坡与本会进行交流座谈并共进

晚饭。由于当天是会长胡桂华所属之文德甲会甯会馆庆祝 77周年会庆，

所以由副秘书长陈文光及联络主任程德梅接待，并于吉隆坡设晚饭招待

代表团。 

 本会藉次也传达信息于明年（2017）3月份组“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交流 

 及商务考察团”，专程拜访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及广宁县侨联。 

 

(w) 24/8/2016 本会名誉会长张炳财 PJK 乡长（文冬）不幸逝世，本会于

25/8/2016 连同各属会、青年团以及妇女组联名刊登星洲日报《东海岸版

敬挽。每单位挽词费 RM100.00。 

 

(x) 27/9/2016 本会理事刘汮桦乡长荣膺砂州元首华诞封赐 Ahli Bintang 

Kenyalang (A.B.K.) 勳衔。 

 

(y) 20/11/2016 雪隆会甯公会庆祝成立 93 周年纪念联欢午宴，由于会长胡桂

华乡长在海外，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 乡长受邀出席会庆午宴主宾并给予

致词。 

 

(z) 20/11/2016 四会市人民政府代表团一行 4 人出席雪隆会甯公会会庆午宴

後，由曾志良乡长和陈发祥乡长载往怡保。 

 傍晚抵达怡保前往总会会所参观，并与霹雳州七间会甯属会（吡叻、万 

 里望、太帄、巴占、务边、金宝及马登巴冷）进行交流。总会于近打河 

 畔酒店设宴招待代表团，筵开 4席。 

四会市人民政府代表团名单： 

i. 四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及海外联谊会会长张志雄 

ii. 四会市外事侨务局局长陈新桂 

iii. 四会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左建雄 

iv. 四会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办公室主任黄嘉卿 

 

3.1.4）教育福利 

(a) 中学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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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奖励金学生申请者有名，经教育主任审查后，其中 20 名不

符合本会细则规定而不被录取外，计有 105名学生获奖，共支奖励金 

      RM11,190.00。 

           颁发奖励金数额：初中组每名 80令吉、高中组每名 100令吉、高级 

      文凭/A-Level/Matric/Foundation/Diploma每名 120令吉 

 

(b) 特优奖励金（钢笔一支价值 RM150.00） 

i. 钟伟健（马登巴冷）STPM CPGA 4.00* 

ii. 谢慧珊（古晋）MATRICURATION CPGA 4.00* 

iii. 黎晟德（雪隆）A-LEVEL CPGA 4.00* 

 

3.1.5）经济状况（定期存款） 

(a) 大华银行（行政）   ：RM 208,000.00 

(b) 大华银行（建会基金） ：RM 107,317.55 

(c) RHB银行（教育基金） ：RM   83334.79 

(d) 门牌税 / 地税 

         2016年度门牌税 RM 1,544.40，地税 RM 410.00。 

(e) 火患保险 Allianz General Insurance (07/08/2016-06/08/2017)  

i. On Building投保 RM500,000.00 

ii. On Renovation, Furniture, Office Equipment & THE LIKES 投保 

RM50,000.00 （保费 RM 652.85） 

 

3.1.6）租金 

(a) 2016 年 5 月，一楼租户卢炳华先生来电通知与本会终止租约，并放

弃所预付一年的租金（预付至 2016年 11月）。 

(b) 01/11/2016 本会会所底层租赁“莲城轴承（马）有限公司”，租金每月

RM1,000.00，租约两年（1/11/2016-31/10/2018）。另外，租户要求安

装大门铁闸及内部长灯，由副会长林建淇乡长负责，而周万财乡长处

理租约合同。 

 

3.1.7）其他 

(a) 04/12/2015 本会于怡保设午餐接待肇庆市外事侨务局代表团莅临拜访，

餐费 RM1,716.70。 

(b) 26/12/2015 本会召开 2016 年度会员代表大会于怡保设午饭及晚饭招

待各属会代表，餐费共 RM6,656.00。 

(c) 3/2016万里望会甯同乡会选举第 61届理事，邓天荣 PJK乡长中选会

长一职。 



11 
 

(d) 17/04/2016 古晋省会宁同乡会选举第八届理事，梁明光乡长中选会长

一职。 

(e) 21/08/2016 本会于吉隆坡设晚餐招待肇庆市赴东盟国家商务考察团莅

临拜访，餐费 RM710.90。 

(f) 20/11/2016 本会于怡保设晚餐招待四会市人民政府代表团莅临拜访，

筵开 4席，餐费 RM2,686.20。 

 

3.1.8） 吡叻会宁代表周万财提议接纳，槟城会宁代表准拿督梁祖德附议，全体赞 

         成通过 2016年度会务报告。 

  

 

3.2） 总团 2015/2016年团务报告 

     团长卢学伟： 

3.2.1） 属团 

总团属下 10间属团 

槟城会宁会馆青年团、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吡叻会宁青年团、太帄会

宁会馆青年团、 砂拉越会宁同乡会青年团、文德甲会宁会馆青年团、文

冬会宁同乡会青年团、美里省会宁同乡会青年团、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

青年团、古晋会宁同乡会青年团。 

 

3.2.2） 会议 

(a) 26/12/2015（星期六）本团假总会会所拿督张叶荣礼堂召开第 7 届第 2

次代表大会，并顺利选出第八届团委。 

(b) 26/12/2015（星期六）本团假总会会所拿督张叶荣礼堂召开第 8 届第 1

次团委会议。 

(c) 02/07/2016（星期六）本团假美里 IMPERIAL HOTEL会议厅召开 第 8

届第 2次团 委会议。 

 

3.2.3） 活动 

30/9/16-2/10/16 由本团举办的彭亨州大汉山国家公园之旅成功举行。此

活动共获得来自全马的 26位团员报名参加。通过此活动让各属会青年团

之间能够建立起更融洽的情谊，对团结乡情起了莫大的作用。 

 

3.2.4） 其他事项 

(a) 18/2/2016 团长卢学伟代表总团出席由八大华青举办的 2016 年度新春大

团拜’，地点：隆盛酒家。 

(b) 20/02/2016， [2016世华媒体新春联欢会] 在吉隆坡王岳海大礼堂举行，

本会财政张永亮代表出席。 

(c) 28/02/2016 本团协助母会筹办 2016 丙申年新春大团拜, 地点：总会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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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7/03/2016乡亲总联改选 ，本团团长卢学伟成为第八届乡亲总联当然副

主席，副团长谢国豪出任教育事务主任。 

 

 

3.3） 总会妇女组 2015/2016组务报告 

主任江梅花： 

(a) 18-19/12/2015：出席在中国广东省四会市举办的“第十届世界会宁联谊

大会”。 

(b) 26/12/2015：于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怡保）召开会

宁总会妇女组第 3届第 2次会员代表大会暨选举第 4届 2016/2017年度

组委。 

(c) 26/12/2016 于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怡保）召开会宁

总会妇女组第 4届第 1次理事会议。 

(d) 28/02/2016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主办的“2016 丙申年新春大团拜”。 

(e) 30/04/2016至 02/05/2016随同会宁总会巡回拜访团，与西马 8个属会交

流。         

(f) 02/07/2016假美里省 Imperial Hotel召开会宁总会妇女组第 4届第 2次理

事会议。 

(g) 03/07/2015 出席美里省会宁同乡会新会所开幕礼、诗巫广东垦场追思会

及美里省会宁同乡会三庆晚宴。 

 

4) 讨论及接纳 2016年度财政报告（1.10.2015-30.9.2016） 

财政叶宗明： 

4.1）1/10/2015至 30/9/2016年全年账目在大会报告书的第 34页至第 46页。 

4.2）2016年度全年账目经财政叶宗明及查账卢天德硕士核查签署。 

4.3）全体赞成一致通过接纳 2016年度财政报告。 

 

 

5) 讨论及接纳大会提案 

2016年大会通过 6项提案 

(a) 要求政府全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文德甲） 

 案由：独中统考文凭已受国际、国内私立学院所承认。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对 

  防止人才外流及培育建国精英将起重要作用。 

  

(b) 坚决要求政府降低消费税（文德甲） 

 案由：消费税实行以来，加重人民负担，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在这万物高涨的 

  年代，人民高喊吃不消，如哑巴吃黄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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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政府严正看待令吉贬值的问题，并采取一切适当有效措施稳定马币及扶持

本地商家纾困应变，以确保大马经济持续保持良好弹性，尽速恢复国际社会对

我国经济的信心。（文德甲）                                 

案由：马币的贬值严重打击本地商家和民众的信心，整个市场都处于一片冷清 

  的气氛。 

 

(c) 吁请警方采取更有效步骤，全面提升国内保安措施，积极防范和打击罪案，尤

其是枪械管辖措施，改善社会治安，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打造一

个安全可靠的投资经商和居住环境。（文德甲）                                         

  案由：从今年六月份至今，国内共发生七起枪击案件，黑枪轻易流入市场并有 

  泛滥的趋向，使到人民人心惶惶，也引起外国投资者的关注。 

 

(d) 要求政府系统化处理华小教育发展拨款，确保拨款能够如期分配到各华小。

（总团） 

案由：接近 2016年底，但是很多华小还未收到 2016年财政预算案立拨出 5千 

  万华小教育发展拨款。 

 

(e) 要求政府大刀阔斧改革现有机制，建立更严谨的公共设施监督系统以防止工地

意外发生。（总团）  

案由：频频发生的建筑工地意外事件除了人命伤忙亡和经济上的损失，也间接 

  的影响国家的声誉。 

 

（备注：大会通过的提案除了刊登通过报章之外，有关华教课题可提呈给教总、 

      董教总和华总，以正视要求关注。） 

 

 

6) 散会 

3: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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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2017年会务报告（26/11/2016至 24/11/2017） 

 

第 22 届（2016-2017）年度理事：   

名誉会长 ：伍有华（雪隆）、张廷强 JMN（民都鲁）、拿督张业荣（霹雳）。 

会务顾问 ：江泽强（古晋） 

义务法律顾问：叶海量律师、王佩文律师。 

会长  ：胡桂华（文德甲） 

署理会长 ：杨昌华 PPN（民都鲁） 

副会长 ：张来福 AMP（文冬） 

副会长 ：林建淇 PPT（巴占） 

副会长 ：卢学伟（总团团长–文德甲） 

副会长 ：江梅花（妇女组主任-美里） 

秘书长 ：张永亮（文德甲） 

副秘书长 ：陈文光 AMP（务边） 

正财政 ：叶宗明（民都鲁） 

副财政 ：黎志帄（雪隆） 

正文教 ：陈发祥（马登巴冷） 

副文教 ：准拿督梁祖德 DJN,PKT,PJK,PJM（槟城） 

正福利 ：曾志良（务边） 

副福利 ：准拿督林国强 DJN,PJK（槟城） 

正联络 ：程德梅（雪隆） 

副联络 ：王东昌（万里望） 

正调查 ：黄启富 PPT（巴占） 

副调查 ：江火麟（林梦） 

理事  ：A.B.K.刘汮桦（砂拉越）、陈作勇（古晋）、江先柱（美里）、 

            黄永发（太帄）、邓天荣 PJK（万里望）、杨锦波（金宝）、 

            拿督廖志明（霹雳）、黄辉松（马登巴冷）、周万财（霹雳）、 

           刘传聪（署理团长-民都鲁）、吴金英（妇女组署理主任-文德甲）。 

查账  ：卢天德硕士（霹雳）、江先帄（砂拉越）。 

 

(一) 会员 

1.1）总会属下 16间属会： 

    槟城会甯会馆、雪隆会甯公会、吡叻会甯公会、太帄会甯会馆、砂拉越会宁 

    同乡会、万里望会甯同乡会、文德甲会甯会馆、文冬会甯同乡会、务边会甯 

    同乡会、金宝会甯同乡会、美里省会宁同乡会、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马登 

    巴冷会甯同乡会、古晋省会宁同乡会、巴占会甯同乡会、林梦会宁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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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议 

2.1）03/12/2016（星期六）在总会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召开第 22届第 1次会员代 

    表大会               

2.2）26/06/2017（星期一）在古晋省会宁同乡会礼堂第 22届第 3次理事会议。 

 

(三) 会务报告 

3.1）03/12/2016 总会顺利于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召开第 22 届第 1 次会员代表大会。

     会上也藉此赠送贺匾予应届受封的三位理事：拿督廖志明、准拿督梁祖德及 

     ABK刘汮桦。 

3.2）19/2/2017（农历正月二十三，星期日）中午 12 时，在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

    举行 2017年新春大团拜，出席者非常踊跃。 

筹委会主任拿督廖志致词时提及，春节的热闹和喜庆，又一次将会宁乡亲们 

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其次，衷心感谢各属会会长、名誉会长及理事的乐捐  

以及赞助。另外，也要谢谢全体组员通力合作，使活动成功举行。 

（乐捐芳名及进支表参阅 21页）  

3.3）6-11/03/2017 组团亲善交流及商务考察团，此团宗旨为加强与祖籍国的联系， 

        进一步加强两邑乡亲的互相来往，探讨和展开商贸活动，开发中国市场的合 

     作机会。拜访期间，各单位也安排本团参观当地商业环境、商家洽谈和工作 

     考察活动。其中有肇庆市两间规模相当大的小五金工厂、肇庆市百年老字号 

     酱油厂、广宁县两间企业工厂以及四会市水力发电厂等 。 

   六天行程编排如下：    

06/3/2017（星期一）：吉隆坡 – 肇庆（与肇庆市外事局交流座谈） 

07/3/2017（星期二）：肇庆 （与肇庆市商务局及肇庆市侨联交流座谈） 

08/3/2017（星期三）：肇庆 （参观肇庆区酱油厂） 

09/3/2017（星期四）：肇庆 - 广宁（ 与广宁县外事侨务局、侨联及侨青 

      交流座谈，期间参观广宁县竹制品厂和辣木子产 

      品企业）    

10/3/2017（星期五）：广宁 – 四会（与四会市外事侨务局及侨联交流， 

      期间参观下茆镇生态园、威整镇发电厂和江谷镇 

      精细化工园。） 

11/3/2017（星期六）：四会– 吉隆坡 

 

本会代表团：胡桂华（会长暨领队）、张永亮（秘书长）、卢学伟（总 

团长）、陈文光（副秘书长）、程德梅（联络主任）、王东昌（副联络 

主任）、丁永康（务边会甯副会长）、罗志强（总团康乐）、吴文龙 

（槟城会甯理事）、曾日初（随团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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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团于拜访期间，也与五单位互赠纪念品：肇庆市外事侨务局、肇庆市商

务局、肇庆市侨联、四会市人民政府侨联及广宁县人民政府。 

 

3.4）13/04/2017广宁县侨青会长杨春光率副会长冯志坚、理事梁天华及联谊会执 

     行长江纪华一行 4人抵达吉隆坡拜访总会，以展开联谊交流和进行商务活动 

    。本会会长胡桂华、团长卢学伟、副秘书长陈文光、副财政黎志帄、文教陈 

                发祥及联络主任程德梅出席于八打灵大港城酒家设宴接待和联谊。  

3.5）15/04/2017（星期六）总会巡回拜访团（第十四站）砂拉越会宁同乡会。 

    会长胡桂华率领理事一行四人抵达砂拉越会宁同乡会进行拜访，藉此交流帄 

    台，促进沟通和增进彼此乡谊。抵达时由该会会长江先明及众理事热烈迎接， 

    交流座谈会顺利在该会礼堂举行。 

 

3.6）16/04/2017（星期日）总会巡回拜访团（第十五站）古晋省会宁同乡会。 

    会长胡桂华率领理事一行四人抵达古晋省会宁同乡会进行拜访，藉此交流帄 

    台，促进沟通和增进彼此乡谊。抵达时该会会长梁明光及众理事热烈迎接， 

    交流座谈会顺利在该会礼堂举行。 

 

3.7）06/05/2017（星期六）总会巡回拜访团（第十六站）林梦会宁同乡会。 

    会长胡桂华率领理事一行六人抵达林梦会宁同乡会进行拜访，藉此交流帄台， 

分享信息，促进沟通和增进彼此乡谊。抵达时该会会长江火麟及众理事热烈    

欢迎，交流座谈会顺利在该会所礼堂举行。 

 

3.8）22/05/2017接获香港会宁同乡会通知函，2018年第十一届世界会宁联谊大会 

   订在 2018年 11月 24日在香港召开。  

 

3.9）21/06/2017接获第十一届世界会宁联谊大会筹委会通知函，2018年世界会宁 

     联谊大会假座于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举行。 

日期：2018年 11月 24日（星期六） 

会议地点：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六楼 

宴会地点：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六楼 

大会流程： 

3:00pm-4:00pm：会长团联席会议 

4:00pm-6:00pm：第十一届世界会宁联谊大会会议 

6:00pm-10:00pm：《会宁之夜》联欢晚宴 

 

收费：HK$600/位。（大小同价）费用包括：会议场地、会场布置、会议文件

资料以及晚宴餐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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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6-27.06.2017 古晋省会宁同乡会主办第 11届（2017）全砂会宁嘉年华会暨创 

   会 15周年纪念一系列庆典活动及联欢宴。 

会长胡桂华乡长受邀出席并给予致词，期间本会联同十五间属会刊登报章祝    

贺，每单位贺词费 RM43.00。 

 

   3.11）09/07/2017 文冬会宁同乡会庆祝成立 72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会长胡桂华乡长

  受邀出席会庆晚宴并给予致词。  

 

   3.12）26/08/2017：金宝会甯同乡会庆祝成立 66周年纪念联欢晚宴，会长胡桂华不克

  席，副会长林建淇 PPT代表总会于晚宴席上致词。 

 

   3.13）15-20.09.2017本会举办"中国、香港亲善交流及商务考察团"，活动宗旨： 

(a) 拜访香港会宁同乡会以了解第十二届世界会宁联谊大会的进展 

(b) 实地考察四会市绿海生态园并同时进一步探讨有关于生态园区内建造会

宁文化馆的可行性 

(c) 安排商家交流会創造开拓中国市场的商机 

(d) 加强关系及促进两邑乡亲互动 

            考察团在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和副会长林建淇 PPT率领下一行 44人，顺利完

 成行程，同时也达到此行的宗旨以及拜访单位的热情接待。 

 另外，于拜访期间，本团与八单位互赠纪念品：广东省侨联、肇庆市外事侨 

 务局、肇庆市侨联、四会市政府、广宁县政府、广宁县侨青、香港会宁同乡会 

 和香港会宁海外联谊会。 

 

3.14）12/11/2017雪隆会甯公会庆祝成立 94周年会庆联欢午宴，皆因会长胡桂华在国 

           外，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受邀出席并于午宴席上给予致词。  

 

3.15）12-11-2017肇庆市外事侨务局一行 6人，于下午六时抵达本会进行拜访交流。由   

本会名誉拿督张業荣、副会长林建淇 PPT、副秘书长陈文光 AMP、吡叻州会宁   

属会会长、理事以及妇女组出席参与和接待，藉此共叙乡谊。 

本次交流会旨在加强沟通，提供一个增进海内外华侨互识的帄台，交流环节在愉 

快和轻松的谈话气氛中顺利进行，随后互赠纪念品，并于怡保新喜来登酒家筵开 

4席款待嘉宾。 

  肇庆市侨务访问团名单 ： 

1. 肇庆市外事侨务局副调研员-覃小健先生 

2. 肇庆市侨联副主席-谢跃红女士 

3. 四会市外事侨务局局长-陈新桂先生 

4. 肇庆市外事侨务局 科长-杨少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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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庆县外事侨务局副局长-祝灶容女士 

6. 肇庆市高要区委统战部 港澳办主任-刘志女士 

(四) 教育福利 

4.1）中学奖励金 

         2017年度申请奖励金学生 74名，经教育主任审查后，4名不符合细则规定而 

    不被录取，获批准有 70名，共拨出奖励金 RM6,900.00。 

         分配奖励金数额： 

初中组            ：每名 RM80.00 

高中组            ：每名 RM100.00 

大学先修班(Level/Matric/Foundation/Diploma) ：每名 RM120.00 

 

4.2）2017年各属会获奖学生名单： 

 4.2.1）砂拉越会宁同乡会 

  初中组：李谨好、曾丽君、江伟进、叶丽龄 

高中组：李伟立、谢欣怡、张智詠、陈  敏、江奕敏、蔡斌伟、江海宁、 

       冯嘉馨 

大学先修班：林玮茸、李贞霓、江琇霖、江紫宁。 

 4.2.2）雪隆会甯公会 

             初中组：黎䒕彤、罗美欣、骆佳欣、骆佳辉。 

高中组：李欣筱、萧君如、谭绮鈊、骆佳琦、陆羽谦、萧欐欐、钟汶轩、 

          李宗源、邵睫茵。 

大学先修班：骆嘉政、严曜勳。 

 4.2.3）美里省会宁同乡会 

    初中组：黄靖宏、陈维栋 

    高中组：凌美薇、凌美嫒、许慧娇、刘佑美 

     大学先修班：江家瑩 

 4.2.4）金宝会甯同乡会 

  初中组：谭智翰 

高中组：谭芷蕙、吴芊瑜、杨宝嫒、丁裕骁、 

大学先修班：邓佩雯 

 4.2.5）古晋省会宁同乡会 

  初中组：陈迎棿、江泽琳。 

    高中组：张仕杰、江泽胜、江巧莹。 

 4.2.6）林梦会宁同乡会 

  初中组：赖嘉慧 

高中组：张嘉琁 

大学先修班：张嘉慧、江芷妍。 

 

 4.2.7）文德甲会甯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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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组：卢慧莹 

   高中组：罗颖哲、张芷芸 

大学先修班：陈晓婷 

 4.2.8）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 

  初中组：鄞嘉希、刘铭峰。 

高中组：詹有良 

大学先修班：刘淑明 

 4.2.9）吡叻会甯公会  

  初中组：李卓轩 

高中组：刘俊辉、郭沁颐。 

 4.2.10）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 

 高中组：李家庆 

 大学先修班：李柔庭 

 4.2.11）文冬会甯同乡会 

    初中组：莫昌晴 

  高中组：陈盈盈  

 4.2.12）槟城会甯会馆 

    大学先修班：黄敬贤   

 4.2.13）务边会甯同乡会 

   高中组：叶嘉茵 

 

(五) 经济状况 

5.1）定期存款 

    大华银行（行政）   ：RM 208,000.00 

   大华银行（建会基金） ：RM 111,005.61 

   RHB银行（教育基金） ：RM   86,054.08 

 

5.2）门牌税 / 地税 

    2017年度门牌税 RM 1,532.85，地税 RM 410.00。 

      5.3）火患保险 

~ Allianz General Insurance （07/08/2017 - 06/08/2018） 

a) On Building投保 RM500,000.00 

b) On Renovation, Furniture, Office Equipment & THE LIKES 投保 RM50,000.00 

   保费 RM 645.00。 

 

(六) 租金 

6.1）2016年 11月会所底层租予 LOTUS BEARING (M) S/B ，租金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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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1, 100.00。（租约至 31/10/2018期满） 

 6.2）截止 31/9/2017本会一楼还未租出。  

(七) 其他 

7.1）21/06/2017：本会名誉会长拿督张业荣，副会长林建淇率理事及乡亲往泰国南 

    部勿洞市的四会乡亲进行交流，了解当地四会人的情况，鼓励他们成立会宁 

    同乡会以团结当地乡亲。期间给予信息有关 2018 第十一届世界会宁联谊大会

    将于香港举行，希望届时委派代表参与盛会。 

 

7.2）23/06/2017：四会市绿海生态园代表莅临总会参观，由本会名誉会长拿督张业 

   荣、副秘书长陈文光 AMP及理事接待。 

 

7.3）07/10/2017：本会十位理事出席由霹雳近打区各社团联办之前第二财政部长拿 

    督斯里阿末胡斯尼于怡保务边路深斋独中礼堂举办感恩宴，感恩宴活动大会 

    主席为本会理事拿督廖志明乡长。（餐桌 1席 RM400.00）  

 

7.4）22/9/2017：美里省会宁同乡会前会长江明成乡贤不幸去世，本会全体同仁深 

    感惋惜，并联合青年团和妇女组致花圈敬挽。 

 

7.5）29/10/2017本会执行秘书许玉凤令家慈邓泉妹老太夫人不幸去世，本会致花圈 

     敬挽。 

 

 

 

秘书长：张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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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青年团 

2017活动报告（21/11/2016– 31/10/2017） 

 

A. 第八届（2016–2017）团委 

团务顾问 ：谢水仁（民都鲁）、杨昌华 PPN（民都鲁）、萧锡全（雪隆）、 

                  潘海伦（古晋）、卢天德硕士（霹雳）。 

团  长 ：卢学伟（文德甲） 

署理团长 ：刘传聪（民都鲁） 

副团长 ：江俊贤（砂拉越）、谢国豪 （雪隆） 

秘  书 ：梁宝芩（雪隆）                                 

副秘书 ：吴玮麟（霹雳） 

财  政 ：张永亮（文德甲）       

副财政 ：廖新书（霹雳） 

总  务 ：刘玉康 （美里） 

副总务 ：黎裕安（文冬） 

文  教 ：潘锴铧（古晋）                                   

副文教 ：江长鸿（美里） 

康  乐 ：罗志强（霹雳） 

副康乐 ：冯志忠（民都鲁） 

公  关 ：谢云生（砂拉越） 

副公关 ：林永豪（霹雳） 

团  委 ：邓浩雄 （槟城）、江德民（美里）、江秋遐（古晋）、 

    徐有和（槟城） 

查  账 ：李伟康（雪隆） 

 

 

(一) 会员 

 1.1）总团属下 10间属团 

槟城会宁会馆青年团、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吡叻会宁青年团、太平会宁会 

馆青年团、 砂拉越会宁同乡会青年团、文德甲会宁会馆青年团、文冬会宁 

同乡会青年团、美里省会宁同乡会青年团、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青年团、古 

晋会宁同乡会青年团。 

 

(二) 会议 

2.1）3/12/2016（星期六）本团假总会会所拿督张叶荣礼堂召开第 8届第 1次代表 

                                               大会。 

2.2）25/6/2017（星期日）本团假古晋 Dorset Hotel 召开第 8届第 2次团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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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动 

25/6/2017 团委会议一致通过举办位于霹雳椰壳洞一日探险游，日期订在

9/12/2017（星期六）。活动的目的是提供团委们交流空间，提倡团结精神及欣

赏大自然巧作。此活动也公开给会宁同乡报名参加。 

 

 

(四) 其他事项 

4.1）19/02/2017：总团协助母会筹办 2017丁酉年新春大团拜,地点：总会会所。 

4.2）6/3-11/3/2017：总团跟随母会参与“中国交流及商务考察团”，随团的总团代表 

                              有总团长卢学伟，财政张永亮及团委罗志强。 

4.3）13/04/2017：马来西亚乡青总团联合会召开 2017年代表大会，总团长卢学伟 

    和副团长谢国豪代表出席。 

4.4）13/04/2017：广宁侨青拜访总会，总团随同母会接待。 

4.5）06/05/2017：总团随同母会拜访林梦会宁同乡会，此拜访是总会长全马巡回拜 

                         访的最后一站。 

4.6）04/06/2017：总团组队参加由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主办的会宁华团杯保龄球邀 

                              请赛。代表参赛的有总团长卢学伟，财政张永亮及查账李伟康。 

4.7）09/06/2017：总团长卢学伟代表出席由《乡亲总联》安排的晚宴，欢迎新上任 

                             的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参赞刘东源女士。会后代表会宁总 

                                  会把特刊交给刘参赞。 

4.8）01/11/2017：总会执行秘书许玉凤令家慈不幸去世，总团致花圈敬挽。 

4.9）20/10-21/10/2017：总团代表出席全国华青高峰会，参与的代表有总团长卢学 

    伟、秘书梁宝芩、副团长谢国豪。 

 

 

 

秘书：梁宝芩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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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妇女组 

2016/2017年度组务报告 

A. 第四届（2016-2017）组委 

主任 ：江梅花（美里） 

署理主任 ：吴金英（文德甲） 

副主任 ：苏清珠（雪隆）、陈翠玲（霹雳）。 

秘书 ：潘翠英（民都鲁） 

副秘书 ：梁洁兰（古晋） 

财政 ：江凤英（砂拉越） 

副财政 ：邵心雅（美里） 

文教 ：李秀枝（古晋）     

副文教 ：叶翠云（砂拉越） 

康乐 ：黎    芳（雪隆）    

副康乐 ：江新妹（民都鲁） 

公关 ：王微云（美里）    

副公关 ：潘美蓉（民都鲁） 

福利 ：刘新莲（霹雳）     

副福利 ：冼玉华（文冬） 

正资讯 ：梁新娟（雪隆）     

副资讯 ：彭秀珍（文德甲） 

组委 ：黄荷喻（雪隆）、叶亚莲（雪隆）、吴亚娣（霹雳）、 

      谭梅卿（太平）、郑三妹（太平）、王桂好（文德甲）、 

      莫小燕（文冬）、徐美群（文冬）、温玉萍（马登巴冷）、 

                 杨海琴（马登巴冷）、叶风珠（马登巴冷）。 

 查账 ：沈杏娣（砂拉越）、郑愫萍（霹雳）。 

 

 

B. 会务报告 

（1） 03/12/2016：于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怡保）召开会宁总会妇 

            女组第 4届第 1次组员代表大会。 

（2） 03/12/2016： 爱心拜访怡保残障儿童中心。 

（3） 19/02/2017：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主办的“2017 丁酉年新春大团拜”。 

（4） 24-26/06/2017：出席砂拉越古晋会宁同乡会主办的第十一届（2017）全砂会宁 

      嘉年华会暨庆祝成立 15周年志庆。 

（5） 25/06/2017：假古晋省 Dorset Boutique Hotel召开会宁总会妇女组第 4届第 3次 

            理事会议。 

（6） 25/06/2017：假古晋省 Dorset Boutique Hotel主办“自我提升”讲座会。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2017年度中学奖励金获得批准人数与颁发奖励金数额

No 属会 初中组 高中组 STPM /A-Level/Matric/Foundation/Diploma

奖励金分配 RM80.00 RM100.00 RM120.00 人数 奖励金

1 砂拉越 4 8 4 16 1,600.00     

2 雪隆 4 9 2 15 1,460.00     

3 金宝 1 4 1 6 600.00        

4 美里 2 4 1 7 680.00        

5 古晋 2 3 -                                 5 460.00        

6 林梦 1 1 2 4 420.00        

7 文德甲 1 2 1 4 400.00        

8 民都鲁 2 1 1 4 380.00        

9 吡叻 1 2 -                                 3 280.00        

10 马登巴冷 0 1 1 2 220.00        

11 文冬 1 1 -                                 2 180.00        

12 槟城 -               -            1 1 120.00        

13 务边 -               1 -                                 1 100.00        

14 万里望 -               0 -                                 -         -              

15 太平 -               -            -                                 -         -              

总人数 19 37 14 70

颁发奖励金 1,520           3,700        1,680                             6,900.00     

 

注解 （A）

2017年教育基金收来： RM

雪隆会甯公会  (1083会员) 3,249.00                               

砂拉越会宁同乡会  (830会员) 2,490.00                               

美里省会宁同乡会  (325会员) 975.00                                  

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  (300会员) 900.00                                  

文冬会甯同乡会  (250会员) 750.00                                  

吡叻会甯公会  (240会员) 720.00                                  

金宝会甯同乡会  (168会员) 504.00                                  

文德甲会甯会馆  (165会员) 495.00                                  

古晋省会宁同乡会  (145会员) 435.00                                  

太平会甯同乡会  (134会员) 402.00                                  

务边会甯同乡会  (130会员) 390.00                                  

林梦会宁同乡会  (98会员) 294.00                                  

万里望会宁同乡会  (96会员) 288.00                                  

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  (95会员) 285.00                                  

槟城会甯会馆  (70会员) 210.00                                  

12,387.0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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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会甯会馆 

2017年会务报告 

 

A. 2016年-2017年理事会职员表 

      会务顾问 ：黄三才 

      正会长 ：准拿督林国强 DJN，PJK 

      副会长 ：梁祖德 DJN，PKT，PJK，PJM 

      正总务 ：欧炳钊 PJK，PKT  

      副总务 ：徐有和 

      财  政  ：高银煌 

      查  数 ：谭宗民、邓浩雄。  

      中文书 ：曾添寿  

      国英文书 ：甯量发 

      交  际 ：蔡金华、布忠德。 

      调  查 ：准拿督陈文光、黄庆南、邓光明。 

      庶  务 ：黎容章、黄庆康。 

      董  事 ：谢来福、龙国培、许建祥、梁裕德、陈万发、吴耀洪、谢德财、 

    孔德康、吴文龙。  

 

 

B. 会务报告（1-11-2016至 15-11-2017） 

(1) 槟州政府各医院新春大团拜有邀请本会馆参与，本会馆有参加助兴，新年快乐。 

(2) 27/01/2017：除夕夜本会馆照旧晚上 11时，各位乡亲齐聚一楼会议厅，齐向阮 

           梁公佛庙、文氏贞仙、关帝君面前行致敬礼。礼后每位乡亲到会者 

                      分派利是一封、金桔一对，以示大吉大利，新年进步。  

 

(3) 19/02/2017：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主办“2017年新春大团拜”，活动于上午 11 

            时在总会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举行，藉以联络乡谊，加强联系。  

 

(4) 6-11/03/2017：本会馆调查准拿督陈文光参与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主办“中国交流 

                          及商务考察团”，拜访及交流地点：肇庆市、四会市及广宁县。  

 

(5) 09/04/2017：出席北马鹤山会馆庆祝周年会庆。 

 

(6) 16/04/2017：本会馆举行春祭祀典，上午九时半在本会所参神及祭祖，稍后全体 

                       前往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拜扫本会馆总坟，以表追念先贤之意。 

 

(7) 25/05/2017：出席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庆祝先师神农药量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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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8/05/2017：出席槟城海南会馆联欢宴会。 

 

(9) 26/06/2017：出席槟城开帄会馆举行新届理事就职典礼联欢宴会。 

 

(10) 26/06/2017：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于古晋会宁同乡会召开理事会议。 

 

(11) 13/11/2017：肇庆市外事侨务局访问团一行六人下午五时抵达本会馆进行拜访， 

          共叙乡谊，沟通交流，商讨建设，谋划发展。 由本会馆会长准拿 

          督林国强、顾问黄三才、总务准拿督欧炳钊、副总务徐有和、团长 

          邓浩雄、布忠德、黎容章接待，并于中华海鲜楼设欢迎宴。 

 

 

C. 会员人数：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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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会甯公会 

2017年会务报告 

 

A. 第 71届（2017-2018）理事名表 

会长 ：黎志平 

第一副会长：萧锡全 

第二副会长：薛友伟 

秘书长 ：冼宝源 

副秘书长 ：李伟康 

财政 ：丁海良 

副财政 ：陈德隆 

公关 ：程德梅、黄荷喻。 

教育 ：黄钜强、梁新娟。 

调查 ：伍国铭、彭玉堂。 

福利 ：刘丰进、谢国豪。 

理事 ：黎   芳、伍国诚、陈明泉、梁宝芩、陈玉清、叶亚莲、黎嘉庆、 

    叶光辉、李益荣、谭明威。 

 

B. 会务报告  

(1) 新春团拜 

12/02/2017 丁酉年农历正月十六，本会在会所三楼罗东贵礼堂举办“新春大团

拜”，应届理事包括百多名乡亲携眷出席参与，并共聚一堂庆新春。会长黎志平

致词时表示，举办团拜的目的除了欢庆喜气洋洋的华人新年外，藉此机会促进

乡亲们的联系。为增添新年团拜气氛，邀请双狮采青、财神爷派红包、会甯妇

女组合唱团精湛的演出、挥春以及游戏抽奖等，此外，也设自助餐招待。 

 

(2) 春秋二祭 

2.1）16/04/2017春祭，9:30am集合于会所礼堂，10am乘特备巴士前往吉隆坡       

         广东义山《会宁总坟》拜祭先贤，以延续华人传统文化，慎终追远。拜祭 

         仪式完毕，返回公会礼堂茶会。另外，当天也分派火肉金 15令吉予 220 

         人入会足满 25年，以示奖励。（拨出火肉金 RM3,300.00） 

 

2.2）15/10/2017秋祭，9:30am 集合于会所礼堂，10am乘特备巴士前往吉隆坡 

         广东义山《会宁总坟》拜祭先贤, 延续华人传统文化，慎终追远。拜祭仪 

         式完毕後，返回公会礼堂茶会。 

 

(3) 2017年度会员大会 

3.1）11/06/2017本会在会所三楼罗东贵礼堂召开 2017年度会员大会暨顺利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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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第 71届（2017-2018）年度理事。 

 

3.2）02/07/2017中午 12时，在会所三楼罗东贵礼堂举行第 71届（2017-2018） 

理事、青年团第 15届暨妇女组第 10届理事就职典礼。当天邀请本会会务 

顾问黄明光、谢荣全、伍有华、彭悦成及妇女组会务顾问苏清珠主持监 

誓仪式。 

 

(4) 93周年会庆 

20/11/2016（星期日）中午 12 时，假吉隆坡冼都王岳海大礼堂庆祝成立 93 周

年、青年团 27周年暨妇女组 17周年纪念联欢午宴，筵开 68席。午宴主宾为总

会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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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4周年会庆 

12/11/2017（星期日）中午 12时，假隆雪华堂光前堂祝成立成立 94周年纪念、

青年团 28周年暨妇女组 18周年会庆联欢午宴，筵开 69席。午宴主宾为隆雪华

堂会长拿督翁清玉，贵宾总会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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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宴也迎来肇庆市侨务访问团一行 6 人代表团：肇庆市外事侨务局覃小健副调

研员、肇庆市侨联谢跃红副主席、四会市外事侨务局陈新桂局长、肇庆市外事

侨务局杨少锋科长、德庆县外事侨务局祝灶容副局长、肇庆市高要区委统战部

刘志港澳办主任。 

 

(6) 会员子女中小学奖励金 

2017 年共 43 人获得奖励金。小学组 19 人（@RM100）、初中组 9 人

（@RM180）、高中组 13 人（@RM220）、大学先修班 2 人（@RM300）及力

行华小和育才华小 12 位成绩优异生。2017 年共拨出奖励金总额 RM8180.00。

（邀请获奖学生出席 94周年会庆午宴颁奖典礼） 

 

(7) 总会中学奖励金 

15 人荣获总会中学奖励金，初中组 4 人（@RM80）  、高中组 9 人

（@RM100）、大学先修班 2人（@RM120），获奖励金总额 RM1460.00。 

 

(8) 教育基金 

8.1）已故会员陈锦光节约 RM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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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邓耀英乐捐 RM400.00  

 

(9) 公益慈善 

9.1）总会新春团拜 RM300.00 

9.2）隆雪华堂媒体之夜 RM200.00 

9.3）第 13届“寸草心”征文比赛頒獎典礼暨双亲节晚宴 RM300.00 

9.4）八打灵育才华小 2017“岁月留声”慈善演唱会 RM300.00 

9.5）首邦市力行华小 2017“爱华教”义演 RM1000.00 

9.6）“暴雨无情 人间有爱”槟城水灾灾黎 RM2000.00 

  

(10) 总会会议 

10.1）03/12/2016下午 2时，总会于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召开 2016年度会员代 

 表大会，本会六位代表：黎志平、萧锡全、冼宝源、程德梅、黎芳、梁 

 新娟。  

10.2）26/06/2017上午 10时，总会假古晋省会宁同乡会召开第 22届第 3次理事 

  会议，总会理事黎志平和程德梅出席会议。 

 

(11) 会讯 

11.1）2017年 2月出版第 24期彩色会讯 

11.2）2017年 6月出版第 25期彩色会讯 

 

(12) 2017探亲祭祖兼旅游观光团 

29/3/2017-3/4/2017本会在会长黎志平带领下一行 29人，组团往广州旅游观光兼

回家乡四会和广宁探亲祭祖。旅游团在团员的配合下圆满结束，游览地方包括

广州、珠海、中山、顺德、肇庆等旅游景点。 

会长兼领队黎志平表示，本会很多会员大多数是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但我们

必须要记得自己或祖辈曾经生长过的地方—四会或广宁。这次再次组团探亲祭

祖，就是要让会员及乡亲不忘根不忘本的浓浓桑梓情一代代传承下去并加以发

扬光大。行程期间也拜访肇庆市侨联、广宁县侨联及四会市委的领导，藉此平

台会面和互相交流。 

 

(13) 2016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 青岛营 

15/12/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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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 3位导师程德梅、谢国豪和 Miki Loke所组织的 30位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 

参加冬令营，行程将在青岛展开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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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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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6-2017年对外代表 

14.1）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第 22届理事会（2016~2017） 

副财政：黎志平   

正联络：程德梅 

14.2）隆雪华堂第 36届理事（2015~2018） 

董事：黎志平 

1.3） 首邦市力行华文学校（2017~2019） 

董事：丁海良 

1.4） 隆雪华青第 14届（2015~2018）理事会 

团长：李伟康   

理事：谢国豪 

1.5） 隆雪华堂妇女组第 14届理事会 (2015~2018) 

资料组主任：苏清珠 

1.6） 雪隆广东会馆第 69届 2015~2017年度董事 

  董事：萧锡全 

 

(15) 2017新会员入会（29人） 

罗金发先生、陈勇翰先生、陈勇豪先生、陈力章先生、黎永豪先生、 

黄金莲女士、黄月妹女士、张亚鸿先生、黎美莲女士、黎   妹女士、 

周志坚先生、吴桂隆先生、邓建兴先生、邓耀英女士、严伟銧先生、 

严伟升先生、彭文章先生、李丽萍女士、伍伟侨先生、吴木华先生、 

余亚坤先生、素福胜先生、罗姆妹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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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汶儫先生。 

 

(16) 2017逝世会员（21人） 

黎月好女士、陈   娇女士、邵   林先生、叶树根先生、陈锦光先生、 

谢炳华先生、樊   英女士、潘木生先生、刘灿容女士、骆文木先生、 

吴   昌先生、郑观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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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八度空间制作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目《籍宝乡》 

 13/8/2017 八度空间制作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目《籍宝乡》到来本会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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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拍摄选择本会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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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拍摄时间:9am-12pm(会甯公会、会甯菜、专访);12pm-2pm(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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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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今年 12月底 – 八度空间 8 TV  

 

 

C. 会员人数：108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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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会甯公会青年团 

2017年度团务报告 

 

A. 第 15届（2017-2018）理事名单 

        团长 ：谢国豪   

        副团长 ：梁宝芩 

        秘书 ：刘家杰   

        副秘书 ：黎矜鍞 

        财政 ：刘家豪   

        副财政 ：何振威 

        理事 ：张永松   

        查账 ：李伟康、吴子龙、周凤仪、丁海良、张永松、张玉屏、申永强。 

       

B. 活动报告 

(1) 20/11/2016：本团与母会及妇女组假吉隆坡冼都王岳海大礼堂共庆 93周年、青 

            年团 27周年暨妇女组 17周年纪念联欢午宴。 

会庆筹委会主席程德梅，主宾总会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午宴筵 

开 68席。  

(2) 12/11/2016：出席隆雪华堂成立 93周年堂庆、青年团 31周年暨妇女组 30周年 

                      以及第 33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的闭幕晚宴。 

(3) 03/12/2016：委派代表谢国豪、梁宝芩和李伟康出席总团于总会会所（吡叻） 

                      召开 2016年度第 8届第 1次团委代表大会。 

(4) 12/02/2017：本团与妇女组联合举办 2017年新春团拜，节目有合唱团呈献新年 

            歌曲、财神爷派红包、挥春、猜谜语、醒狮助兴及自助餐招待

等。 

(5) 23/04/2017：本团参与联办第 17届 2017年“跑跑古迹，带出关怀”千人义山行， 

                      联办费 RM600.00并可获 15个免费名额。 

(6) 27/04/2017：由 Think city主办，本团与隆雪华青在本会会所礼堂协办“建筑保 

存，文化再生”社区安全讲座，宗旨为让茨厂街一带居民了解如何              

预防火灾与犯罪等等，让富有历史价值的茨厂街房屋以及社区文

化能够得以保存。由于本会坐落在茨厂街范围内，也属当地社区

重要一员，为进行延续文化的工作。 

      主讲课题：预防犯罪、预防火灾和市政局申请维修房屋手续等。 

(7) 14/05/2017：本团召开 2017年度团员大会暨顺利选出第 15届（2017-2018）理 

  事。 

(8) 02/07/2017：本团第 15届（2017-2018）理事宣誓就职典礼于三楼会所罗东贵 

  礼堂举行，监誓人为本会会务顾问彭悦成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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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4/06/2017：本团主办 2017年第七届会甯华团杯保龄球邀请赛，此项常年活动 

  的宗旨为提倡健康体育活动、交流及加强雪隆区华团间的联系。 

赛会地点：双威金字塔购物中心保龄球场 

时间：9:30am报到，10:00am茶点，10:30am开球。 

   报名费每人 RM50.00，包括三个回合的比赛，租借球鞋及茶点。 

当天活动成功举办，参赛人数 95人。 

(10) 27/10/2007：本团联署“马来西亚公民组织之茅草行动三十周年联合声明”  

(11) 05/11/2017：本团主办，雪隆华青团协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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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河婆青、吉隆坡和平青、 

  雪隆福青、雪隆惠州青协办《重阳家游乐》，地点在皇后镇公园 

  Taman Tasik Permaisuri。报名费每人 RM35，包括 T-恤和茶点。 

报名优惠：7岁以下儿童及 65以上乐龄免收报名费。 

   主办单位 RM1000，协办单位 RM300.00。 

  当天活动出席人数约 200人。 

(12) 12/11/2017：本团与母会及妇女组假隆雪华堂光前堂共庆 94周年、青年团 28 

  周年暨妇女组 18周年纪念联欢午宴。 

会庆筹委会主席冼宝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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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宴筵开 69席。 

(13) 12/11/2017：本团凭着 2015年“会甯 90历史展”荣获两年一度乡青总联主办第 

  八届全国杰出乡青团体奖“佳作奖”。  

 

 

C. 对外代表 

(1)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青年团第八届（2016-2017）团委 

 副 团 长      ：谢国豪 

 秘书(委任) ：梁宝芩 

 查账(委任) ：李伟康 

 

(2) 隆雪华青第 14届（2015~2018）理事 

 团长：李伟康 

 理事：谢国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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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会甯公会妇女组  

2017年会务报告 

 

A. 第十届（2017-2018）理事表   

主席 ：黎 芳   

署理主席 ：陈玉清 

副主席 ：梁新娟、叶亚莲。 

秘书 ：冯宝爱  副秘书 ：陈玥如 

财政 ：黄荷喻  副财政 ：曾雅娇 

文教 ：陈瑛丽  副文教 ：胡美英  

康乐  ：叶雅群  副康乐 ：叶金好 

福利 ：林彩丽  副福利 ：申桂英 

宣传 ：邓小萍  副宣传 ：叶玉萍 

公关 ：叶凤英  副公关 ：吴宝玲 

理事 ：陈亚苏、程德梅。 

 

B. 会务/活动报告 

(1) 20/11/2016：本会与母会及青年团假吉隆坡冼都王岳海大礼堂共庆 93周年、青 

             年团 27周年暨妇女组 17周年纪念联欢午宴。 

会庆筹委会主席程德梅，主宾总会署理会长杨昌华 PPN，午宴筵 

开 68席。  

(2) 03/12/2016：本会理事苏清珠、黎芳、梁新娟、黄荷喻、叶亚莲出席总会妇女 

  组于总会会所召开 2016年度第 4 届第 1次会员代表大会。 

(3) 18/12/2016：本会妇女组参与协办“爱是一家过冬至”，由隆雪华堂妇女组与 Ai 

 FM联合主办，协办单位有雪隆区妇女组及友好团体。 

 “爱是一家过冬至”活动来自不同会馆组织的妇女组，现场烹煮及  

 让 大家品尝不同籍贯风味汤圆。 

(4) 15/01/2017：为配合即将来临的农历新年，本会妇女组参与大马妇女发展机构 

八打灵分会及隆雪华堂妇女组联合多个团体，在隆雪华堂光前堂

礼堂举办第八届“爱过年 •庆团圆”华人文化嘉年华，联办费

RM300.00。本会当天展示广宁菜肴- 笋干焖花肉。 

(5) 12/02/2017：本团与妇女组联合举办 2017年新春团拜，节目有合唱团呈献新年 

歌曲、财神爷派红包、挥春、猜谜语、醒狮助兴及自助餐招待等。 

(6) 21/02/2017：委派代表苏清珠、黎芳、叶亚莲及程德梅出席隆雪华堂妇女组主 

  办华团妇女春节聚餐及国际母语日交流会。 

(7) 10/05/2017：本会参与隆雪华堂妇女组【粽香传万家，端午情长】裹粽品茗会。 

(8) 14/05/2017：本会召开 2017年度会员大会暨选出第 10届（2017-2018）理事 。 

(9) 20/05/2017：本会参与雪隆海南会馆妇女团主办“第 30届丁酉年端午节裹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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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其宗旨为推广及发扬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提升年轻一代对

传统手艺的认识及了解。 

(10) 27/05/2017：出席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办 2017年双亲节晚宴暨《寸草心 13》颁 

  奖典礼晚宴。 

(11) 17/06/2017：本会理事黎芳、陈玉清、梁新娟、黄荷喻出席隆雪华堂妇女组召 

  开 2017年度组员大会。 

(12) 18/06/2017：雪隆惠州会馆妇女组暨青年团联合雪隆区 31个协办团体假雪隆海 

南会馆（天后宫）礼堂主办第 29 届“您的一滴。救我一命”捐血运

动。活动筹获 841包血浆，共有 1073名热心人士报名捐血。 

本会为协办单位之一，协办费 RM300.00。 

(13) 25/06/2017：本会理事组黎芳、梁新娟、叶亚莲出席总会妇女组假古晋 Dorset  

Hotel 会议厅召开第 4届第 3次理事会议，同时也参与总会妇女组

举办《自我提升》讲座。          

(14) 02/07/2017：本会第 10届（2017-2018）理事宣誓就职典礼于三楼会所罗东贵 

  礼堂举行，监誓人本会会务顾问黄明光乡长及妇女组会务顾问 

  苏清珠乡长。 

(15) 15/07/2017：本会理事陈玉清、申桂英出席雪隆顺德会馆妇女组庆祝 58周年会 

  庆联欢晚宴。 

(16) 15/07/2017：本会理事黄荷喻、程德梅出席吉隆坡东区狮子会庆祝 25周年庆筹 

  款晚宴，宴设：喜来登海鲜酒家。 

(17) 06/08/2017：本会 10位理事出席雪隆嘉应会馆妇女部主办第五届华语经典民歌 

  比赛。 

(18) 17/09/2O17：本会妇女组合唱团参加 2017年第 23届欢乐之声交流会，地点： 

  八打灵双溪威华小大礼堂。 

(19) 7-8/10/2017：本会婦女组理事黎芳、陈玉清、梁新娟、黄荷喻、陈玥如、程德 

  梅参加由雪华堂婦女组于 Bentong Janda Baik 主辦的 2天 1夜全方 

  位智慧女性生活营。  

(20) 22/10/2017：本会婦女组理事前往参观 Johore碧桂园森林城市活动。 

(21) 12/11/2017：本会与母会及青年团假隆雪华堂光前堂共庆 94周年、青年团 28 

  周年暨妇女组 18周年纪念联欢午宴。 

会庆筹委会主席冼宝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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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宴筵开 69席。 

 

C. 对外代表 

(1)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妇女组第 4届（2016-2017）理事 

副主任：苏清珠   康乐：黎芳 

 正资讯：梁新娟         理事：叶亚莲、黄荷喻。 

 

(2) 雪华堂妇女组第 14届（2015-2018）理事 

资料主任：苏清珠        查账员：黄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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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会甯公会 

 

A. 第 67届（2016-2017）理事职员表 

名誉會長：陈锦 PMP,AMP、蕭国根局绅 DPMP,AMP,JP、黄炳秋、冼绩、廖南添、

     陈敬源、嚴玉强、黄志明。 

会长 ：拿督张業榮 DPMP ,PMP,AMP           

署理会长：拿督廖志明 DIMP,AMP       

副会长 ：冼赞勳、譚錦基 AMP、何玖 PPT。 

正总务 ：周萬財     

副总务 ：陸成權     

正财政 ：刘荣华      

副财政    ：李瑞生     

中文书 ：林建淇 PPT      

国英文书：王平云     

交  际 ：丁月貴、罗志强。       

查  数 ：许超文、莫鑑倫。       

调  查 ：卢天德、黄亞山。       

理  事 ：林致强、莫之辉、曾木水、王东昌、錢亞寛、冼玉光、潘华锡、 

      李錦禧 AMP,PJK、鄭永森、葉金德、黄啟華、鄉達榮、何   苏、 

      曾志褀、鄧盟錫、程文珑、丁添貴、冼世杰、吴玮麟。 

 

B. 会务报告       

（1） 06-11-2016：庆祝本会 92周年纪念、青年团 23周年、妇女组 9周年纪念，庆贺

职会员荣膺勋銜暨颁发总会中学奖励金。       

（2） 03-12-2016：理事会、青年团、妇女组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召开 22 届第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上午 10 时青年团，妇女组会议。下午 2 时在总会会所拿督张業

荣礼堂（怡保）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讨论有关会务发展事宜。 

（3） 04-12-2016：青年团代表出席世界红卍字会霹雳分会之全国节令鼓观摩邀请赛。 

（4） 11-12-2016：妇女组受邀出席霹雳华人妇女协会主办“创意汤圆及品赏会”有十位

代表出席，主任吴亚娣煮咸汤丸，拿汀吴风娇煮甜汤丸。大家分工合作，有带

漂亮装饰品获得全场好评。       

（5） 22-12-2016：出席理事莫致辉乡长不幸逝世丧礼，理事们联名刊登輓词。  

（6） 02-01-2017：出席世界红卍字会霹雳分会庆典。     

（7） 02-02-2017：出席霹雳廣東公会新春团拜。      

（8） 05-02-2017：出席星洲日报“松鹤之夜”庆典。      

（9） 08-02-2017：本会举办新春团拜，感谢报效燒猪的两位乡长莫鑑伦乡长和何苏乡

长，感谢妇女组乡亲们烹家乡风味年菜和感谢理事们乐捐共有 RM2948.00。每

位出席者都有红包和幸运抽奖，各属会乡亲们踊跃出席参加，场面非常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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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02-2017：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在怡保会所三楼“拿督张業荣礼堂”举办 2017 丁

酉年新春团拜，会宁 16 个属会的会员，乡亲们踊跃出席参与团拜，有舞龙舞狮，

幸运抽奖，有游戏节目总会长胡桂华乡长派全场每人红包，场面非常热闹。  

（11）03-04-2017：出席何玖乡贤令女婿，妇女组理事何秀丽乡姐夫婿张金成不幸逝世

丧礼，主家节约乐捐 RM200.00.       

（12）04-05-2017：出席督亚冷同乡春祭晚宴。       

（13）09-04-2017：出席霹雳务边会甯同乡周年，春祭联欢晚宴。    

（14）16-04-2017：本会春祭日，7.30AM 理事们和乡贤共同齐集本会，8 时准时出发

前往总坟拜祭先贤，慎终追忆。       

（15）23-04-2017：出席马登巴冷同乡会春祭晚宴。      

（16）30-04-2017：本会家庭日，乡姐们备些拿手小菜，有两只烧猪，一只是拿督张業

荣，拿督廖志名和莫鑑伦三位乡长报效，卡拉 OK组报效炒米粉，咖哩鸡，炸鸡，

亚扎和斋菜。乡亲们携眷出席，共同欢乐有助於年轻一代对公会认识和关爱。

是晚頒发小学奖励金，共有 17位小学生得奖。是日有幸运抽奖。   

（17）02-05-2017：出席霹雳琼海会馆周年庆典。    

（18）25-05-2017：潘照南乡长令三媳妇不幸逝世，周萬财，李瑞生和黄亚山代表出席

丧礼。       

（19）03-06-2017：妇女组出席霹雳嘉应会馆妇女组（客家山歌）比赛。   

（20）08-06-2017：青年团出席霹雳中华大会堂青年团举办 2017-2019 年度理事就职典

礼暨筹募活动基金晚宴。       

（21）16-06-2017：妇女组出席霹雳华裔妇女联谊会主办“双亲节感恩之夜”。 

（22）17-06-2017：出席霹雳永春公会周年庆典。      

（23）17-06-2017：李瑞生、刘荣华、刘荣财、廖新书出席会员程亚成乡亲令堂程门陈

晔太夫人以逝丧礼，主家节约乐捐本会教育基金 RM300.00。    

（24）18-06-2017：霹雳中华大会堂 2017年会员大会，周万财代表出席。   

（25）23-06-2017：三位四会市代表“绿海生态园”到访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及本会会所。 

（26）02-08-2017：出席霹雳福建会馆周年庆典。      

（27）02-08-2017：出席霹雳顺德会馆周年庆典。 

（28）13-08-2017：出席霹雳中山会馆周年庆典。      

（29）19-08-2017：出席霹雳廣肇会馆周年庆典。      

（30）26-08-2017：出席霹雳赤溪会馆周年庆典。      

（31）26-08-2017：出席霹雳蕉嶺会馆周年庆典。      

（32）26-08-2017：出席霹雳番禺会馆周年庆典。     

（33）26-08-2017：出席金宝会甯同乡会周年庆典。     

（34）27-08-2017：出席霹雳清远会馆周年庆典。     

（35）09-09-2017：出席霹雳要明会馆周年庆典。     

（36）09-09-2017：出席霹雳惠州会馆周年庆典。     

（37）09-09-2017：出席霹雳台山会馆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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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9-09-2017：出席霹雳南海会馆周年庆典。     

（39）10-09-2017：出席霹雳巴占会甯同乡会馆周年庆典。   

（40）11-09-2017：印度加几各答会甯同乡会理事张志雄乡亲夫妇，早上到达怡保在富

山酒楼吃早餐，早餐后会长邀请两位拜访霹雳会甯公会和会宁总会，因时间不

足他们短暂的拜访，然后赶去槟城办事，会长邀请他们出席参加 2018 年在香港 

举行世界会甯谊大会，他们口头上答应了。      

（41）16-09-2017：出席霹雳福州十邑周年庆典。      

（42）24-09-2017：周萬财、李瑞生、黄亚山、罗志强出席马登巴冷陈志添乡长令慈逝

世丧礼。       

（43）30-09-2017：署理会长拿督廖志明乡长创办 PALM HOTEL 地点在华林市，邀请

全体理事出席，全体理事联名刊登祝贺。       

（44）30-09-2017：出席马来西亚花都周年庆典。      

（45）06-10-2017：出席霹雳客家公会周年庆典。     

（46）07-10-2017：出席霹雳韩江公会周年庆典。     

（47）07-10-2017：出席前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阿末胡斯尼的感恩宴，由霹雳近打区

各社团联办，大会主席拿督廖志明乡长，7.30PM 在怡保务边路深斋独中礼堂举

行共 135 席。拿督张業荣带领理事，青年团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由马登巴

冷、金保、务边、巴占、萬里望各二位代表出席。     

（48）18-10-2017： 周年纪念委员小组会议，商讨周年宴会事宜后，探访周萬财太太，

妇女组钟春桃乡姐因不幸摔伤手臂，慰问她早日康复。     

（49）28-10-2017：出席萬里望会甯同乡会周年庆典。   

（50）28-10-2017：出席霹雳廣东会馆周年庆典。     

（51）28-10-2017：会员罗亚贵不幸逝世，会长拿督张業荣、王东昌、李瑞生、刘荣华、

周萬财出席朱毛新村送殡仪式，主家乐捐教育基金 RM200.00。   

（52）29-10-2017：本会庆祝 93 周年纪念、青年团 24 周年、妇女组 10 周年纪念暨颁

发总会中学奖励金联欢宴会，在喜来登酒家，筵开 60 席，邀请务边大明四会濑

粉，怡保长江白咖啡有限公司，萬里望泗记饼家，赞助全场濑粉和礼包。会长

和理事们赞助幸运抽奖礼品和现金红包，节目非常丰富，温馨。   

（53）12-11-2017：出席霹雳古岡州会馆周年庆典。     

（54）12-11-2017：出席霹雳三水会馆周年庆典。     

（55）12-11-2017：出席雪隆会宁公会周年庆典。     

（56）12-11-2017：肇庆市外事侨务局副調研员覃小健一行 6 人，于下午六时拜访马来

西亚会宁总会，拿督张業荣，理事们和妇女组出席招待，共叙乡谊，沟通交流，

谋划发展。邀请他们在新喜来登吃晚餐。因时间不足他们短暂拜访。   

 

        

C. 会员人数：现有会员 27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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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会甯青年团         

2017年团务报告     

       

A. 第 22 届（2016-2017）年理事名表：        

团长 ：廖新書         

副团长 ：王威龙、吴启明、林永豪、王嘉偉、李德原。    

正秘书 ：吴玮麟     

副秘书 ：郑永森     

正财政 ：錢亞寛     

副财政 ：许超文     

查    账 ：罗志强、程文瓏。        

理    事 ：刘伟良、罗善怡、陳達祥、潘仁杰、陳國祥、邵国翔、曾志褀、 

     冼世杰、丁志光、潘铭森、李炳权、冼世民、潘雯静、林致强。 

 

B. 团务报告         

（1）  06-11-2016：庆祝本会 92周年纪念，青年团 23周年，妇女组 9周年纪念，庆 

  贺职会员荣膺勋銜暨颁发总会中学奖励金。  

（2） 04-12-2016：青年团代表出席参于世界红卍字会霹雳分会，全国节令鼓观摩邀 

  请赛。       

（3） 02-01-2017：出席世界红卍字会霹雳分会庆典。  

（4） 02-02-2017：出席霹雳廣東公会新春团拜。      

（5） 08-02-2017：本会举办新春团拜，感谢报效燒猪的两位乡长莫鑑伦乡长和何苏 

  乡长，感谢妇女组乡亲们烹家乡风味年菜和感谢理事 们乐捐共 

  有 RM2948.00。每位出席者都有红包和幸运抽奖，各属会乡亲们

  踊跃出席参加，场面非常热闹。 

（6） 19-02-2017：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在怡保会所三楼“拿督张業荣礼堂”举办丁酉年 

  （2017 年）新春团拜，会宁 16 个属会的会员，乡亲们踊跃出席

  参与团拜，有舞龙舞狮，幸运抽奖，有游戏节目总会长胡桂华乡

  长派全场每人红包，场面非常热闹。     

（7） 09-04-2017：出席霹雳务边会甯同乡周年，春祭联欢晚宴。    

（8） 16-04-2017：本会春祭日，7.30AM理事们和乡贤共同齐集本会，8时准时出发 

  前往总坟拜祭先贤，慎终追忆。      

（9） 23-04-2017：出席马登巴冷同乡会春祭晚宴。      

（10）30-04-2017：青年团出席本会家庭日，乡姐们备些拿手小菜，乡亲们携眷出席， 

  共同欢乐有助於年轻一代对公会认识和关爱。是晚颁发小学奖励

  金，共有 17位小学生得奖。是日有幸运抽奖。    

（11）08-06-2017：青年团出席霹雳中华大会堂青年团举办 2017-2019年度理事就职典 

  礼暨筹募活动基金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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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06-2017：中国有三位四会市代表“绿海生态园”到访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及本会 

  会所。       

（13）30-09-2017：署理会长拿督廖志明乡长创办 PALM HOTEL 地点在华林市，邀请 

  全体理事出席，全体理事联名刊登祝贺。    

（14）07-10-2017：出席前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阿末胡斯尼的感恩宴，由霹雳近打 

  区各社团联办，大会主席拿督廖志明乡长，7.30PM 在怡保务边路

  深斋独中礼堂举行共 135席。拿督张業荣带领理事，青年团出席，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由马登巴冷、金保、务边、巴占、萬里望各二

  位代表出席。     

（15）28-10-2017：出席霹雳廣东会馆周年庆典。   

（16）29-10-2017：本会庆祝 93周年纪念，青年团 24周年，妇女组 10周年纪念暨颁 

  发总会中学奖励金联欢宴会，在喜来登酒家，筵开 60席，邀请务

  边大明四会濑粉，怡保长江白咖啡有限公司，萬里望泗记饼家，

  赞助全场濑粉和礼包。会长和理事们赞助幸运抽奖礼品和现金红

  包，节目非常丰富，温馨。 

（17）12-11-2017：肇庆市外事侨务局副調研员覃小健一行 6人，于下午六时拜访马 

  来西亚会宁总会，拿督张業荣，理事们和妇女组出席招待，共叙

  乡谊，沟通交流，谋划发展。邀请他们在新喜来登吃晚餐。因时

  间不足他们短暂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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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会甯公会妇女组 

 

A. 第 五  届（2016-2017）年理事名表        

主    席 ：吴亞娣         

副主席 ：拿汀吴鳳嬌、陳翠玲。        

正秘书 ：巫淑華     

副秘书 ：游秀蘭、林玉葉。     

正财政 ：张美好     

副财政 ：鄭愫萍     

查    数 ：許麗貞         

理   事  ：叶玉清、林碧蘭、谢碧玉、劉新蓮、官美蓮、鐘春桃、何  妹、 

      官美清、李麗珠、王美妹、陳翠菊、何秀麗、黄和貞。  

  

     

B. 会务报告 

（1） 06-11-2016：庆祝本会 92周年纪念，青年团 23周年，妇女组 9周年纪念，庆贺 

  职会员荣膺勋銜暨颁发总会中学奖励金。    

（2） 03-12-2016：理事会，青年团，妇女组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召开 22届第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上午 10时青年团，妇女组会议。下午 2时在总会

  会所拿督张業荣礼堂（怡保）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讨论有关会务

  发展事宜。   

（3） 11-12-2016：妇女组受邀出席霹雳华人妇女协会主办“创意汤圆及品赏会”有十位 

  代表出席，主任吴亚娣煮咸汤丸，拿汀吴风娇煮甜汤丸。大家分

  工合作，有带漂亮装饰品获得全场好评。    

（4） 08-02-2017：本会举办新春团拜，感谢报效燒猪的两位乡长莫鑑伦乡长和何苏 

  乡长，感谢妇女组乡亲们烹家乡风味年菜和感谢理事们乐捐共有

  RM2948.00。每位出席者都有红包和幸运抽奖，各属会乡亲们踊

  跃出席参加，场面非常热闹。 

（5） 19-02-2017：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在怡保会所三楼“拿督张業荣礼堂”举办丁酉年 

  （2017 年）新春团拜，会宁 16 个属会的会员，乡亲们踊跃出席

  参与团拜，有舞龙舞狮，幸运抽奖，有游戏节目总会长胡桂华乡

  长派全场每人红包，场面非常热闹。     

  出席霹雳河婆同乡会周年庆典。      

（6） 16-04-2017：本会春祭日，7.30AM理事们和乡贤共同齐集本会，8时准时出发 

  前往总坟拜祭先贤，慎终追忆。      

（7） 30-04-2017：本会家庭日, 乡姐们备些拿手小菜, 有两只烧猪, 一只是拿督张業荣, 

  拿督廖志名和莫鑑伦三位乡长报效，卡拉 OK组报效炒米粉，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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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鸡，炸鸡，亚扎和斋菜。乡亲们携眷出席，共同欢乐有助於年

  `有助一轻一代对公会认识和关爱。是晚颁发小学奖励金，共有 17

  位小学生得奖。是日有幸运抽奖。     

（8） 26-28.05.2017：妇女组举办 2天 1夜合艾欢乐购物团，一团 30人，高高兴兴出 

  发，平平安安回来。       

（9） 03-06-2017：妇女组出席霹雳嘉应会馆妇女组（客家山歌）比赛。   

（10）16-06-2017：妇女组出席霹雳华裔妇女联谊会主办“双亲节感恩之夜”。  

（11）30-09-2017：署理会长拿督廖志明乡长创办 PALM HOTEL 地点在华林市，邀请 

  全体理事出席，全体理事联名刊登祝贺。 

（12）28-10-2017：出席萬里望会甯同乡会周年庆典。      

（13）28-10-2017：出席霹雳廣东会馆周年庆典。      

（14）29-10-2017：本会 93周年纪念，青年团 24周年，妇女组 10周年纪念暨颁发总 

  会中学奖励金联欢宴会，在喜来登酒家，筵开 60席，邀请务边大 

  明四会濑粉，怡保长江白咖啡有限公司，萬里望泗记饼家，赞助 

  全场濑粉和礼包。会长和理事们赞助幸运抽奖礼品和现金红包， 

  节目非常丰富，温馨。    

（15）12-11-2017：肇庆市外事侨务局副調研员覃小健一行 6人，于下午六时拜访马 

  来西亚会宁总会，拿督张業荣，理事们和妇女组出席招待，共叙 

  乡谊，沟通交流，谋划发展。邀请他们在新喜来登吃晚餐。因时 

  间不足他们短暂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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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帄会宁会馆 

 

A. （2017-2018年）理事会名表 

名誉顾问 ：黄德兴、高镜棠、陈伟强。 

会长  ：黄永发  

副会长 ：吴华成 

总务  ：曾  发      

副总务 ：曾福明 

财政  ：吴英华 

副财政 ：许建诚 

中文书 ：谭梅卿 

巫英文书 ：许奕帄 

正交际 ：陈冠英   

副交际 ：区  明      

监事长 ：许木荣 

查账  ：彭仲南 

理事  ：江  池、吴宝明、黄得城、黄伟良、郑三妹、 黄婉霞、魏玉妹。       

候补理事 ：黄兴利、陈桃娇、许建帄、邓丽贞。 

庙宇组主任 ：（正）郑三妹、（副）魏玉妹。     

青年团团长 ：（正）黄伟良、（副）黄兴利。 

妇女组主任 ：（正）谭梅卿、（副）郑三妹。 

康乐组主任 ：（正）吴英华、（副）曾福明。 

教育组主任 ：吴华成 

 

B. 会务报告（1.11.2016至 15.11.2017） 

(1) 20/11/16：雪隆会宁公会庆祝成立 93周年、青年团 27周年、妇女组 17周年纪念。 

本会馆由理事吴宝明夫妇代表出席。 

 

(2) 20/11/16：中国四会市人民政府代表团到霹雳会宁公会拜访交流。 

会长黄永发、总务曾发及财政吴英华出席参与。 

  

(3) 03/12/16：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在怡保总会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召开第 22届第一次会 

  员代表大会。会长黄永发、总务曾发及财政吴英华代表出席。 

 

(4) 18/12/16：辖下保阁亚三佛爷庙福利组在会所楼下的港星粤膳楼举行一年一度宴请 

  太帄福利老人院华、印族老人及太帄安宁之家孤儿院儿童共享午餐。 

会长黄永发，福利组主任郑三妹（黄永发夫人）及全体理事到场热心招 

待；餐后，郑三妹亦分发福利红包予每位出席的长者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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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3/02/17：丁酉年农历正月初七日，辖下保阁亚三佛爷庙举行一年一度布施贫老活 

    动，共发出 120份布施品给于各族贫老，此外，每位贫老也获得由副会 

  长吴华成热心报效的红包。 

 

(6) 05/02/17：丁酉年农历正月初九日，辖下保阁亚三佛爷庙庆祝阮公圣佛千秋宝诞。 

  会长黄永发率领理事，会员及善信们于上午 11时在佛爷庙举行贺诞五 

大礼，仪式过后设午餐招待各界。 

晚上 7时半在会所黄德兴礼堂举行本会馆成立 93周年纪念、会员耆英大 

会暨颁发会员子女中小学奖励金三大庆典，总务曾发乡亲热心报效耆英 

红包；席间设有多份由会长和理事报效的红包、礼篮及食油幸运抽奖， 

宴会最高潮时刻是举行今年最后一次的 18尺大龙香竟标，结果来自太帄 

捷兔会的会员联合以 7988令吉标得。  

  

(7) 19/02/17：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在怡保总会会所拿督张业荣礼堂举 2017丁酉年新春大 

  团拜。本会馆由会长黄永发、总务曾发、财政吴英华及妇女组副主任谭 

  梅卿代表出席参与。 

 

(8) 09/04/17：丁酉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本会馆举行春祭。上午七时，会长黄永发率领 

  众理事齐集会所一齐出发到先贤总坟敬拜。同日上午十时半，在会所黄 

  德兴礼堂召开 2017年度常年会员大会暨选举 2017至 2018年度新理事。 

 

(9) 20/06/17：丁酉年农历五月廿六日，辖下保阁亚三佛爷庙庆祝梁公圣佛宝诞。上午 

  11时在佛爷庙举行贺诞五献大礼，仪式过后设午餐招待各界。 

 

(10) 26/08/17：金宝会宁同乡会庆祝 66周年纪念暨会员孝亲敬老、颁发会员子女学业成 

  绩优良奖励金及考获大专学位荣衔联欢晚宴。本会馆由吴英华、谭梅卿 

、陈冠英、邓丽贞和陆家豪代表出席。 

 

(11) 31/08/17：太帄嘉应五属会馆庆祝成立 171周年暨青年团、妇女组 40周年纪念联欢、 

  宴会。本会馆由曾福明和区明代表出席。 

 

(12) 02/10/17：本会馆举办中秋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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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会宁同乡会  

   

A. 第 24届 2017-2018理事名单      

      会长 ：江先明   

   署理会长 ：江金财   

   副会长 ：江宣志、江华帄、ABS甲必丹冯大盛、江炫嫒。   

   秘书 ：江先帄  副秘书 ：谢志光   

   财政 ：江先福  副财政 ：江先灶   

   总务 ：江喆经  副总务 ：江先立   

   文教 ：江志飞  副文教 ：江珗豪   

   监察 ：江先有  副监察 ：邵金海   

   公关 ：江先市  副公关 ：刘文聪   

   福利 ：陈金芳  副福利 ：江俊贤   

   青年团团长：谢云生   

   署理团长 ：江浙禾   

   妇女组主任：江凤英   

   署理主任 ：叶翠云   

   正乐龄 ：PPN江先淙   

   副乐龄 ：江志帄  

 

B. 会务活动(1.11.2016-15.11.2017) 

（1） 06.11.2016（日）保龄球比赛 

 由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催，砂拉越彭城刘氏公会妇女组所主办的“属组组委保

 龄球比赛“，于 2016年 11月 6日下午 1时在诗巫保龄球场举行。  

 这项配合华团妇女组主题活动“人间有爱，温情永在”举行的系列活动共吸引

 了 15个属组参与。本会妇女组组委叶莲美获得第五名。 

 

（2） 07.11.2016（一）爱心赞助卡移交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于 2016年 11月 7日下午 6时 45分在华团会所二楼增强厅进

 行《2727 爱心赞助卡》移交仪式。本期《爱心赞助卡》共发出 630 张予各个华

 团妇女组旗下各个属组。 

 

（3） 13.11.2016（六）晚上 6 时 30 分，诗巫丽华酒店，广东公会联谊会本会妇女组

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联谊会。 

 

（4） 26.11.2016（六）英式三人制女篮赛 

由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催，本会妇女组主办的“三人制英式女篮赛”于 2016

年 11月 26日上午 8时假诗巫中兴中学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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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由华团会长江贤钦主持开幕，并且由本会会长刘汮桦丶赛会赞助人及华团

妇女组执行顾问甲必丹苏德旗观礼。这项比赛经历 4 小时对抗後，由本会妇女

组笑到最後，夺得冠军。 

 

（5） 10.12.2016（六）客家公会妇女组圣诞冬至联欢会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5 位组委出席于一马村，上午 7 时 30 分，客家公会

举办爱心慈善活动-圣诞冬至联欢会，邀请诗巫福儿院 30名院生参与。 

 

（6） 11.12.2016（日）华团妇女组办“送爱福儿院暨圣诞联欢会”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配合主题“人间有爱，温情永在”，於 2016 年 12 月 11 日

下午 1时举办一项“送爱福儿院暨圣诞联欢会”的活动。  

这项活动在卫理福儿院进行，由筹备会主席苏忠芬移交爱心款项予诗巫卫理福

儿院院长杨启好，并且在会後与福儿院的院生们一同共庆圣诞节，共享美食。

这项活动是由华团妇女组主催，砂拉越宁德公会妇女组主办。 

 

（7） 17.12.2016（六）搓汤圆观摩赛暨冬至团圆夜 

诗巫省华团庆祝创会 40 周年（1977-2017）纪念庆典，配合主题“神采华团•

光辉 40”系列活动，於 2016 年 12 月 17 日与诗巫姑苏厨业餐饮联谊会联办

“搓汤圆观摩赛”。本会妇女组夺得团体奖季军及 A 队的组委梁美华及署理主

任梁瑞芬则夺得个人组冠军。 

 

（8） 17.12.2016（六）美声比赛 

配合诗巫省华团庆祝创会 40 周年主题“神采华团，光辉 40”，由诗巫省华团

主办，诗巫菇苏厨业餐饮联谊会协办[美声比赛]在诗巫华团 3 楼举行。本会妇

女组派叶连美组委参加比赛。 

 

（9） 23.12.2016（五）诗巫客家公会妇女组在 RAMIN WAY BAR 庆祝 X’MAS 

PARTY暨 9月份至 12月份妇女组组委生日会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5位组委出席这项活动。 

 

（10）08.01.2017 （日）诗巫客家公会妇女组顾问甲必丹罗明华庆祝生日暨庆祝 1 月

份至 3月份妇女组组委生日会 

晚上 6 时 30 分，在诗巫丽华酒店咖啡屋，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6 位组委

出席这项活动。 

 

（11）14.01.2017 （六）华团妇组“爱心献社会”活动捐助善款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配合主题活动“人间有爱，温情永在”举办【爱心献社会】

活动，分别捐助 2千令吉予诗巫肾脏基金会及诗巫脊髓损伤协会。  

本会妇女组江凤英主任，组委冯美凤，沈杏娣及江美淞出席这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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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01.2017 （三）“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文化汇演 

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承办的 “文化中国，四海同

春”，于 2017年 1月 18日晚上 7时在诗巫民众会堂闪亮登场，吸引了 2500多

名诗巫同胞出席观赏。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副主任江美英也出席观赏这文

化汇演。 

 

（13）年初二向华团会长暨本会名誉会长江賢欽拜年（29/1/2017）（星期日） 

詩巫省華團會長江賢欽在 2017 年 1 月 29 日年初二開放門戶，邀請華團所有理

事、華青團團委、婦女組組委、各小組組員及新聞媒體的朋友們前往其府邸拜

年賀歲。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组委江美淞及江美洲也向江贤钦乡长拜年。 

 

（14）31.01.2017 （星期三）华团新春大团拜 

晚上 7 时正，於晶木大酒店，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华

团新春大团拜。 

 

（15）05.02.2017 （星期日）诗巫客家公会丁酉年 2017新春晚宴 

晚上 7 时正，於晶木大酒店水上餐厅，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9 位组委出席

客家公会新春晚宴。 

 

（16）12.02.2017 （星期日）丁酉年新春联欢会暨新春歌唱赛 

配合农历新春佳节的到来，本会松龄组于二月十二日（星期日），即农历正月

十六日，中午十二时在诗巫旺喜楼酒家举办“丁酉年新春联欢会暨新春歌唱

赛”。主题为“促进同乡情谊”，首相署东亚特使拿督斯里张庆亯太帄局绅担

任午宴嘉宾。江道清为筹备会主席。新春歌唱赛分为两组进行，宿将新秀男女

混合组及宿将精英男女混合组。全体理事，青年团，妇女组，松龄组出席这项

盛宴庆祝农历新春佳节。 

 

（17）12.02.2017（星期日）華團辦千人揮春，冀創造大馬紀錄 

由詩巫省華團在大学城广场舉辦【詩巫華團 40紀念杯–詩巫揮春大馬紀錄】 

詩巫省華團聯合多個文教團體聯辦【千人揮春比賽】，並且以締造紀錄為目標，

將這項擁有濃厚華族傳統色彩的春節活動載入史冊，完成壯舉！ 這項活動是由

詩巫省華團文教組主辦，詩巫書藝協會及詩巫省留台同學會、诗巫省华文独中

董联会、诗华教师公会、诗巫省与加帛省津贴华小董联会、砂拉越科技大学及

詩巫省華文獨中校友聯合會聯辦的，活動將在 2017年 2月 12日（10點開始，

7 點報到）假大學城廣場舉辦。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副主任江美英也参加

这项比赛。 

 

（18）12.02.2017（星期日）华人新春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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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7 时，在佰乐门大酒店，七乡团及省公署联办华人新春晚宴。本会妇女组

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晚宴。 

 

（19）婦組泰國華欣激勵之旅授旗禮（15/2/2017） 

詩巫省華團婦女組將在 2017 年 2 月 18 日至 22 日前往泰國華欣展開【激勵之

旅】。本會會長江賢欽于 2017年 2月 15日上午 10時在華團會所舉行了一個簡

單的授旗禮儀式，希望婦女組旅途愉快，收穫滿滿！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

席这项授旗礼。 

 

（20）17.02.2017（星期五）广东之夜 

 晚上 7 时，在晶木大酒店 6 楼，诗巫广东慈善社百周年庆典暨诗巫广东公会 20

 周年庆典，就职典礼暨新春联欢会（广东之夜）。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

 这项晚宴。 

 

（21）18.02.2017（星期日）华团 2017年华人新春联欢会 

时间：10-12：30pm ,诗巫伊斯兰大厦-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由砂拉越回

教资讯中心与砂拉越诗巫华人社团联合会联办 2017年华人新春联欢会。 

 

（22）05.03.2017（星期日）常年会员大会 

本会一年一度的常年会员大会，时间：早上十一时正 地点：本会会所嶧琴堂，

全体理事，青年团，妇女组，松龄组及会员踊跃出席常年会员大会。 

 

（23）08.03.2017（星期三）第 19屆愛心贊助卡 

配合主題【人間有愛·溫情永在】並締造溫馨社會而推展《2727 愛心贊助卡》，

于 2016 年 11 月 7 分别由會長江賢欽及婦女組執行顧問蘇德旗副会长主持移交

儀式。此项爱心筹款获得各属组及各界人士热烈响应，所籌款額為歷屆之冠，

團體組：本会會婦女組共籌獲（RM 3,822.00）。 

 

（24）12.03.2017 (星期日) “筹募华团基金”幸运奖券推介礼 

诗巫省华团为筹募基金推出“筹募华团基金”幸运奖券，并於 2017 年 3 月 12

日上午 9时在华团会所堂举行一项推介礼。  

推介礼上进行了一项简单的移交幸运大奖仪式，同时将部分奖券移交予华青团

丶妇女组及各个属会。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此项推介礼。 

 

（25）12.03.2017（星期日）华团第十五屆華青團/第十四屆婦女組團員/組員第二次代

表大會開幕禮 ） 

华团華青團及婦女組于 2017年 3月 12日上午 10時舉行團員及組員第二次代表

大會。在大會開始前，華青團及婦女組在華團會所三樓會幹淑貞堂舉行開幕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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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進行婦女組《2727 愛心贊助卡》的頒獎儀式。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

席此项活动。 

 

（26）25.03.2017 (星期六) 出席警察日 

大马皇家警察於 2017 年 3 月 25 日下午庆祝第 210 届警察日。诗巫警方今早 8

时在警察总部举行庆祝活动，并邀请社会人士出席观礼及观赏精采的余兴节目。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活动。 

 

（27）第廿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26/3/2017）(星期日) 

诗巫省华团于 2017年 3月 26日上午 10时在华团会所三楼会幹淑贞堂召开【第

廿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这项大会由华团名誉会长陈发枝担任主宾。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大会。 

 

（28）社團註冊局 3 月 30 日（星期四）在華團會所辦【社團管理及電子呈報的運用】

講解研討會 

砂拉越社團註冊局將在將在 2017年 3月 30日（星期四）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

假華團會所三樓會幹淑貞堂舉辦【社團管理及電子呈報的運用】講解研討會，

数位資深官員在現場為各社團講解及解答各項問題。該講解研討會將由新上任

的社團註冊官 Puan Georgina Apphia Ngau 主講，媒介語為國英語。 

本会妇女组江凤英主任，青年团秘书梁瑞芬及座办邓秀芬出席此项研讨会。 

 

（29）01.04.2017 (星期六) 联谊会(星期六) 

中国世界广宁乡亲联谊会一行 9 人，于 1/4/2017 访抵本会，进行探亲和交流。

联谊会执行会长江纪华一行人与本会理事，顾问等在会所进行交流。本会青年

团团委，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多名组委暨松龄组组员出席此项联谊会。 

 

（30）01.04.2017 (星期六) 歌唱选拔赛 

本会于 01.04.2017，傍晚 6 时正，假诗巫沙廉星光广场舞台举行歌唱选拔赛。

本会青年团副团长江先土为筹备会主席。比赛分为 4 个组别进行，各组前两名

优胜者代表本会参加於古晋会宁同乡会主办的全砂会宁嘉年华会歌唱组比赛。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财政江少凤出席此项选拔赛。 

 

（31）01.04.2017 (星期六)（“癌症非絕症”健康講座） 

由詩巫省華團社團與社會組與詩巫國際青商會、詩巫再也國際青商會及文華國

際青商會聯辦之【“癌症非絕症”健康講座】於 2017年 4月 1日下午 2時假華

團會所二樓常青堂舉行。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讲座会。 

 

（32）08.04.2017-09.04.2017 (星期六至日) 加帛广东公会就职典礼兼敬老会暨交流会  

9.4.2017（日） 与加帛广东公会举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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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会长江先明及多位理事，妇女组主任江凤英，署理主任叶翠云，组委江少

凤及李秀英和青年团秘书梁瑞芬出席加帛广东公会就职典礼兼敬老会。 

 

（33）15.04.2017 (星期六)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巡回拜访团交流会 

下午 2 时，在本会会所，本会理事，青年团，妇女组及松龄组出席由马来西亚

会宁总会会长胡桂华率领的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巡回拜访团进行交流会。 

 

（34）15.04.2017(星期六) 诗巫客家公会妇女组联谊会 

晚上 7 时，在客家公会 3 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5 位组委出席这项联谊

会。 

 

（35）22.04.2017 (星期六) 属会拉让江之夜 

诗巫省华团与属会於 2017年 4月 22日下午 6时举办“属会拉让江之夜”。 

此次晚会在华团名誉顾问拿督斯里郑长大的双用登陆艇上举行，华团成员与各

个属会成员在登陆艇上夜游拉让江，共享美食及交流联谊，吸引了共 700 多名

人士参与。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署理主任叶翠云，组委江少凤，冯玉英，

青年团团长谢云生，团委梁瑞芬，黄秀炜出席出席此项活动。 

 

（36）【怎樣開好會及會議規範】講座會（29/4/2017）(星期六) 

為了讓華團婦女組組委及屬組組委更好地掌握開會的技巧以及了解各個職務的

職責及功能，華團婦女組特于 2017年 4月 29日下午 2時在華團會所二樓常青

堂舉辦一項【怎樣開好會及會議規範】講座會。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9 位

组委出席这项讲座会。  

 

（37）婦女組頒發【送愛單親媽媽】暨【第 15期 2017助學金】（29/4/2017）(星期六) 

詩巫省華團婦女組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下午 2 時在華團會所二樓常青堂舉行

【送愛單親媽媽】暨【第 15期 2017助學金】的頒發儀式。 在這兩項計劃下，

共有 22 位單親媽媽及 23 位學生受惠。助学金筹备会主席为本会妇女组主任江

凤英。 

 

（38）30.04.2017 (星期日) 就职典礼兼孝亲敬老会 

本会与诗巫广和安慈善社於 2017年 4月 30日，中午 12时正，在晶木酒店举行

2017 年至 2018 年理事丶青年团丶妇女组丶松龄组及社委就职典礼兼孝亲敬老

会午宴。 

砂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拿督沈桂贤受邀为监誓主宾，出席嘉宾包括来自全国

各地的会宁乡亲，筵开 200席，300位长者参加敬老会。 

 

（39）屬組組委書法比賽（10/5/2017）(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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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詩巫省華團婦女組主催，砂拉越古田公會婦女組主辦之【屬組組委書法比賽】

于 2017年 5月 10日下午 1時 30分在古田公會仁愛之家舉行。這項比賽共吸引

了 12個屬組共 24名執委參與。本会组委梁晶茵及江惠云参加这项比赛。 

 

（40）親善訪問沐膠華社交流會（27/5/2017）(星期六) 

詩巫省華團於 2017年 5月 27日上午 8時組團前往沐膠省親善拜訪當地華社及

進行交流會。本次拜訪主要是為了促進詩巫省華團與沐膠省華社的聯系，同時

也協助當地華社成立沐膠省華總。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理主任叶翠云出

席这项交流会。 

  

（41）蔬果拼盤比賽（28/5/2017）(星期日) 

配合詩巫省華人社團聯合會婦女組活動主題『人間有愛·溫情永在』，詩巫華

團婦女組主辦別開生面首創【屬組組委愛拼才會贏·現場創作『蔬果拼盤比

賽』】昨午假詩巫興化莆以公會頂樓莊約瑟禮堂舉行，總共有 11 個屬會婦女

組組委踴躍參加。本会组委梁晶茵，江美洲，江发娣及冯玉英参加这项比赛，

获得参与奖。 

 

（42）诗巫博爱协会就职典礼（28/5/2017）(星期日) 

晚上 6 时 30 分，在旺喜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副主任江美英出席诗巫

博爱协会就职典礼。 

 

（43）屬組組委室內 12m反曲弓射箭比賽（11/6/2017）(星期日) 

由詩巫省華團婦女組主催，砂拉越張氏公會婦女組所主辦之【屬組組委室內

12m反曲弓射箭比賽】于 2017年 6月 11日上午 9時在高原仕国花园拔妃堂舉

行。本会组委叶莲美，梁美华，叶竟黛及冯玉英参加这项比赛。个人奖：组委

梁美华获得季军，团体奖：本会获得殿军。 

 

（44）广惠肇公会就职典礼暨端午节晚宴（11/6/2017）(星期日) 

广惠肇公会 2017-2018年第 31届理事，第 15届青年团，第 13届妇女组职典礼

暨端午节晚宴，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15位组委出席这项晚宴。 

 

（45）第九屆老吾老松齡之夜-五代同堂（16/6/2017）(星期五) 

由詩巫省華團婦女組舉辦之【第九屆老吾老松齡之夜】於 2017 年 6月 16 日晚

上 7時正假詩巫旺囍樓二樓舉行。這項晚宴席開 50席，共有 245名超過 70歲

的年長者在子孫們陪同下出席。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安排 20 位松龄者出席

这松龄之夜。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10位组委出席这项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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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詩巫省華團婦女組配合主题[人间有爱。温情永在]舉辦【第九屆老吾老松齡之

夜】- 五代同堂，於 2017 年 6 月 16 日晚上 7 時正，假詩巫省华团大厦三楼会

幹淑贞堂舉行。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推荐徐碧珠参加这项活动，获得亚军。 

 

（47）24.06.2017-27.06.2017 (星期六至星期二) 第 11届（2017）全砂会宁嘉年华会 

刚好是开斋节假期，本会派出强大阵容参加由古晋会宁同乡会所主办的第 11

届（2017）全砂会宁嘉年华会。本会理事，青年团，妇女组及松龄组踊跃出席

这项嘉年华会。同时亦有派代表参加嘉年华会的各项比赛项目，即填色/绘画精

英赛，华语卡拉 OK歌唱赛，兵乓赛，篮球赛，羽球赛及书法赛。 

 

（48）27.06.2017（二）[会议规范]课程 晚上 7时 诗巫漳泉公会会议厅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副主任江美英代表客家公会出席这项课程。 

 

（49）30.06.2017（五）[夜市人生在诗巫]推展礼 

旧夜市与夜市公会联办[夜市人生在诗巫]推展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

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推展礼。 

 

（50）10.07.2017（一）公教中学教育大楼落成开幕典礼 

 2017 年 7月 10 日，早上 10时，本会会长江先明及 2位理事出席在公教中学第

 六楼教育大楼的落成开幕典礼。 

 

（51）20/07/2017-29/07/2017（10天）第十五届（2017）年婆罗洲文化节 

第十五届（2017）年婆罗洲文化节美食摊位 

第十五届（2017）婆罗洲文化节，本会租一个摊位推广会宁家乡美食，由妇女

组全权承办，理事，青年团及松龄组协办。组委分工合作每日轮值在美食摊位

工作及准备美食。美食摊位推出正宗会宁家乡美食如：油糍，叶子糍，沙姜鸡，

酸鸭，甘榜猪肉，干沙等美食。时间是在傍晚 5 时至 11 时（10 天开放时间），

地点诗巫城市广场“创走廊”。 

 

（52）2017年 7月 27日至 28日（星期四至五）诗巫华团主催诗巫华青团主办，各属

团联办【第十五届（2017）婆罗洲文化节】-“华族文化风采” ）【华族童玩

竞赛】。 

27/7/2017（星期四）7：30PM飞飞机。 

28/7/2017（星期五）7：30PM 剪刀石头布。 

本会青年团各派三位团委参加以上两个竞赛。剪刀石头布這項比赛最終由本會

獲得團體組冠軍。 

 

（53）20.07.2017 （星期四）甜点拼盘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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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诗巫省华团主办，诗巫姑苏厨业餐饮联谊会联办的“诗巫食神我来当：甜点

拼盘大比拼”，于婆罗洲文化节首日登场！ 这项比赛共吸引了 20 支队伍参赛。

本会派出 2队参加这项比赛。组委叶竟黛及其团队夺得团体鼓励奖。 

 

（54）【攜手走過人生 40年】（21/7/2017）（星期五） 

詩巫省華團配合創會 40 週年主題“神采華團•光輝 40”，特舉辦一項名為

【攜手走過人生 40年】的活動。這項溫馨有趣的活動共獲得 19對夫婦參加。  

本会署理会长江金财夫妇，组委张丽美，会员曾玉梅及曾煜晶参加这项活动。

【攜手走過人生 40 年】~成績~:幸福美滿組鼓勵獎王欲清、曾玉梅及蔡天健、

張儷美。最佳幸福美滿獎：-參賽獎：江金財、謝水花。浪漫滿屋組金獎：蔡天

健、張儷美，鼓勵獎：江金財、謝水花及許榮恆、曾煜晶。  

 

（55）【美食節與文化街推展禮】（21/7/2017）（星期五） 

由本會配合詩巫市議會主辦之【2017 年婆羅洲文化節“華族文化風采”】之

“文化街”暨“美食節”於婆羅洲文化節次日（7 月 21 日）下午 6 時 30 分在

鵝江亭舉行推展。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活动。 

 

（56）22.07.2017 （星期六）“歌唱与你讲唱会” 

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办，诗巫华团[创会 40 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庆典主题[神采

华团。光辉 40] 联办“歌唱与你讲唱会”，于 7月 22日，下午 2时正，在华团

二楼常青堂举行。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活动。 

 

（57）【鵝江之夜】（26/7/2017）（星期三） 

詩巫省華團“華族文化風采”華族舞台最後一個節目【鵝江之夜】在當晚

（26/7/2017）7時舉行。 在節目開始之前，除了進行"攤位設計獎比賽"及"模範

攤位獎"頒獎典禮，也為舞台做了一個簡單的閉幕儀式，並由詩巫市議會主席

拿督張泰卿主持。 【鵝江之夜】的節目內容包含了鄉音表演，傳統舞蹈節目等

等。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活动。 

 

（58）【拿督張泰卿品嚐七鄉屬美食】（26/7/2017）（星期三） 

各鄉屬美食一直都是婆羅洲文化節“美食節”及“文化街”的生招牌，一些美

食如興化米粉及潮州雙品粽更是公認的必買品，人氣美味兼具！ 詩巫市議會主

席拿督張泰卿於婆羅洲文化節“華族文化風采”主持閉幕典禮後，隨同華團會

長江賢欽前往【七大鄉屬美食節】品嚐各鄉屬美食。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

席这项活动。  

 

（59）第三届全砂華總屬下社團執委常識比賽：詩巫區域賽（6/8/2017） 

由砂拉越華人社團聯合總會（砂華總）主催，砂拉越華人社團聯合總會青年團

（砂華青團）主辦，詩巫省華青團承辦之《第三屆全砂華總屬下社團執委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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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詩巫區域賽在 2017年 8月 6日上午 10時在華團會所二樓常青堂舉行。

這項比賽的開幕主賓為華團會長江賢欽，而這項比賽也獲得 40 多名社團執委

報名參加。本会派五位代表-理事江泽经，团委江浙禾，组委叶翠云，江凤英及

江美洲参加这项比赛。本会理事江泽经获得鼓励奖。 

 

（60）17.08.2017 （星期四）讲座会 

诗巫客家公会与精明理财合作支持单位，下午 1 时至 5 时，假诗巫晶木酒店主

办《一带一路的智慧与契机》讲座会。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青年团团长谢

云生出席讲座会。 

 

（61）【張吉安“鄉音考古”分享會】（19/8/2017）（星期六） 

詩巫省華團配合創會 40 周年（1997-2017）紀念慶典系列活動特主辦之【鄉音.

母語】分享會在 2017年 8月 19日 7時於華團會所二樓常青堂成功舉行。 這項

分享會的講師為“鄉音.母語”傳揚計劃總監張吉安，開幕主賓為華團會長江賢

欽。本会妇女组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活动。 

 

（62）《赤子豐碑》舞台劇匯演（31/8/2017）（星期四）由詩巫省華團、砂拉越中區

友誼協會及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於 2017年 8月 31日晚上 7時在詩巫省華團三

樓會幹淑貞堂聯辦的《赤子豐碑》舞台劇匯演。 這場由中國廣東省南洋歸僑聯

誼會呈獻，歷時 90 分鐘共分為 4 個篇章的《赤子豐碑》舞台劇吸引了兩百多

名觀眾入席觀賞。本会妇女组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活动。 

 

（63）01.09.2017 （五）拉让音乐社 2017 年校际华语歌唱比赛闭幕颁奖礼暨第 25 届

理事就职典礼兼颁发 2016年社员子女《范招锦》教育奖励金 

晚上 6 时 30 分，诗巫花悦坊酒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多位组委出席这

项活动。 

 

（64）02.09.2017 （六）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成立 20周年庆典暨老友大团聚午宴 

于 2017年 9月 2日，中午 12时，在诗巫晶木大酒店六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

凤英及六位组委出席这项午宴。 

 

（65）09.09.2017 （六）黄乃裳中学 50 周年 1967-2017 校庆暨校友返校日系列活动

《飞耀约 50。印象黄中》庆典晚宴于 2017 年 9 月 9 日，晚上 7 时，在诗巫晶

木大酒店六楼宴会厅，本会会长江先明及四位组委出席这项晚宴。 

 

（66）10.09.2017 （星期日）打三决竞赛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催。砂拉越徐氏公会妇女组主办配合主题活动[人间有爱，

温情永在][属组组委打三决竞赛]，下午 1 时，在砂拉越徐氏公会会所举行。本

会妇女组委派两位组委梁晶茵及江瑞芬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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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6.09.2017 （星期六）马来西亚日 晚上 7时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在城市广场的马来西亚日庆典。 

 

（68）22.09.2017 （星期五）国际及诗巫都东区狮子会创会之夜 

晚上 6 时 30 分，在常青大酒店茉莉厅，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代表客家公会

出席这项创会之夜。 

 

（69）華團婦女組拜訪漳泉公會婦女組（24/9/2017）（星期日） 

為促進與屬組之間的聯繫，華團婦女組于 2017年 9月 24日下午 7時拜訪詩巫

漳泉公會婦女組，並于漳泉公會會所舉行一項簡單的交流會。本会妇女组主任

江凤英及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交流会。 

 

（70）30.09.2017（星期六）砂拉越詩巫高原区民众联谊会創会 20周年紀念 

砂拉越詩巫高原区民众联谊会創会 20 周年紀念于晚上 6 时 30 分，晶木酒店举

行。本会青年团团长谢云生，团委江先土及冯志明出席这项晚宴。 

 

（71）01.10.2017 （星期日）庆祝中秋节联欢会兼颁发 2016年度会员子女学优奖励金 

为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节日，本会於 10 月 1 日（星期日）傍晚 5 时正，在

长桥路会所热烈庆祝中秋节联欢会兼颁发 2016 年度该会与总会两份之会员子

女学优奖励金。 

 

（72）01.10.2017（星期日）客家公会中秋联欢会暨会员女子学优奖励金颁奖礼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6位组委出席客家公会于 10月 1日上午 10時，客家

公会三楼举辦中秋联欢会暨会员女子学优奖励金颁奖礼。 

 

（73）03.10.2017 （星期二）诗巫灯会暨一马美食节 

2017 年 10 月 3 日，晚上 8 时，在诗巫城市广场，诗巫市议会主催诗巫中华总

商会主办 2017 年诗巫旅遊年.诗巫灯会暨一马美食节。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

副主任江美英，副财政江美淞，组委冯玉英及青年团团长谢云生出席这项开幕

礼。 

 

（74）《第三届全砂华总属下社团执委常识比赛：诗巫区域赛》颁奖礼（6/10/2017）

（星期五） 

由砂拉越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砂华总）主催，砂拉越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青年团

（砂华青团）主办，诗巫省华青团承办之《第三届全砂华总属下社团执委常识

比赛》诗巫区域赛已经在 2017年 8月 6日圆满举行，共有 40多名社团执委报

名参加这项比赛。 在诗巫区域赛方面，成绩揭晓，并在 2017年 10月 6日下午

7时 30分举行颁奖礼。这项比赛本会理事江泽经获得鼓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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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2.10.2017 （星期日）客家公会《防火》讲座会 

于 2017年 10月 22日（星期日）下午 2时，假客家公会礼堂三楼，客家公会与

吉隆坡防火协会联办一项防火讲座会，本会青年团团长谢云生出席这项讲座会。 

 

（76）拜訪高陽許氏公會婦女組暨進行交流會（23/10/2017）（星期一） 

詩巫省華團婦女組於 2017年 10月 23日下午 7時 30分前往詩巫高陽許氏公會

會所拜會該會的婦女組。主要目的是邀請許氏婦女組加入華團婦女組，這項建

議獲得了許氏婦女組及主任許美娣的歡迎及支持。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

此项交流会。 

 

（77）29.10.2017 （星期日）消防意识醒觉讲座会 

于 2017年 10月 29日（星期日）下午 1时 30分，假本会会所二楼，本会受邀

与吉隆坡防火协会联办一项消防意识醒觉讲座会，有 60 多位会员出席这项讲

座会。 

 

（78）【華團幸運獎券】開彩禮，得獎號碼公佈（31/10/2017）（星期二） 

詩巫省華團配合慶典主題“神采華團，光輝四十”推出的【幸運獎券】，獲得

了華社的大力支持，並且在 2017年 10月 31日晚上 7時于華團會所二樓常青堂

舉行開彩禮。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活动。 

 

（79）10.11.2017-11.11.2017 （星期五-六）华团华青妇女才艺大比拼暨 40庆典晚宴 

为热烈庆祝创会 40周年（1977-2017）纪念，配合主题[神采华团。光辉 40] 展

开一系列活动。11 月 10 日，晚上七时正，在诗巫一马文化村，欢迎宴会 

[30.28 华`青巾帼才艺大比拼及妇女组特刊推展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

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推展礼。 

11月 11日，晚上七时正，在诗巫晶木酒店，华团 40庆典晚宴。本会妇女组主

任江凤英及 6位组委出席这项晚宴。 

 

（80）12.11.2017 （星期日）出席雪隆会宁公会 94周年会庆联欢午宴 

本会江先明会长，江先福财政，谢云生团长出席于 201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

日）中午 12 时正，假隆雪华堂光前堂，雪隆会宁同乡会举行 94 周年暨青年团

28周年及妇女组 18周年会庆联欢午宴。 

 

（81）18.11.2017 （星期六）[献爱心活动] 

由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办[献爱心活动，以关怀的心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于

2017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1 时 15 分，拜访 ST。 JOHN AMBULANS 

MALAYSIA-KPS （洗肾中心）。下午 2 时，拜访南兰律单亲妈妈协会。下午

三时，拜访华团隔壁的爱之家。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

这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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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9.11.2017 （星期日）华团漳泉妇组访慈善社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崔诗巫漳泉公会妇女组主办拜访诗巫慈善社老人院，并进

行慈善烹饪献爱心活动。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活动。 

 

（83）22.11.2017 （星期三）育德小学建校 91 周年纪念（1926-2017）庆典暨新教育

楼落成晚宴  晚上 7时  晶木大酒店六楼宴会厅 

本会秘书江先帄，1位理事代表会长暨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此项晚宴。 

 

 

C. 会员人数：996位(截至 15/11/2017） 

 

    

 

 

 

 

 

 

 

 

 

 

 

 

 

 

 

 

 

 

 

 

 

 

 

 

 

 

 

 

 

 

 



73 
 

砂拉越会宁同乡会青年团 

团活动报告(1.11.2016-15.11.2017) 

 

青年团团长：谢云生 署理团长：江浙禾 

 

（1） 12.02.2017 （星期日）丁酉年新春联欢会暨新春歌唱赛 

配合农历新春佳节的到来，本会松龄组于二月十二日（星期日），即农历正月十六

日，中午十二时在诗巫旺喜楼酒家举办“丁酉年新春联欢会暨新春歌唱赛”。主题为

“促进同乡情谊”，首相署东亚特使拿督斯里张庆亯太帄局绅担任午宴嘉宾。江道清

为筹备会主席。新春歌唱赛分为两组进行，宿将新秀男女混合组及宿将精英男女混

合组。全体理事，青年团，妇女组，松龄组出席这项盛宴庆祝农历新春佳节。 

 

（2） 05.03.2017（星期日）常年会员大会 

本会一年一度的常年会员大会，时间：早上十一时正，地点：本会会所嶧琴堂，     

        体理事，青年团，妇女组，松龄组及会员踊跃出席常年会员大会。 

 

（3） 社团注册局 3月 30日（星期四）在华团会所办【社团管理及电子呈报的运用】 讲

解研讨会 

砂拉越社团注册局将在将在 2017年 3月 30日（星期四）上午 8时至下午 5时, 假

华团会所三楼会干淑贞堂举办【社团管理及电子呈报的运用】讲解研讨会，数位资

深官员在现场为各社团讲解及解答各项问题。该讲解研讨会将由新上任的社团注册

官 Puan Georgina Apphia Ngau 主讲，媒介语为国英语。本会妇女组江凤英主任，青

年团秘书梁瑞芬及座办邓秀芬出席此项研讨会。 

 

（4） 01.04.2017 (星期六) 联谊会(星期六) 

     中国世界广宁乡亲联谊会一行 9人，于 1/4/2017访抵本会，进行探亲和交流。联谊     

     会执行会长江纪华一行人与本会理事，顾问等在会所进行交流。本会青年团团委，  

     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多名组委及暨松龄组组员出席此项联谊会。 

 

（5） 01.04.2017 (星期六) 歌唱选拔赛 

本会于 01.04.2017，傍晚 6时正，假诗巫沙廉星光广场舞台举行歌唱选拔赛。本会

青年团副团长江先土为筹备会主席。比赛分为 4个组别进行，各组前两名优胜者代

表本会参加於古晋会宁同乡会主办的全砂会宁嘉年华会歌唱组比赛。本会妇女组主

任江凤英及财政江少凤出席此项选拔赛。 

 

（6） 08.04.2017-09.04.2017 (星期六至日) 加帛广东公会就职典礼兼敬老会暨交流会  

9.4.2017（日） 与加帛广东公会举行交流会 

本会会长江先明及多位理事，妇女组主任江凤英，署理主任叶翠云，组委江少凤及

李秀英和青年团秘书梁瑞芬出席加帛广东公会就职典礼兼敬老会暨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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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5.04.2017 (星期六)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巡回拜访团交流会 

下午 2时，在本会会所，本会理事，青年团，妇女组及松龄组出席由马来西亚会宁

总会会长胡桂华率领的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巡回拜访团进行交流会。 

 

（8） 22.04.2017 (星期六) 属会拉让江之夜 

诗巫省华团与属会於 2017年 4月 22日下午 6时举办“属会拉让江之夜”。 

此次晚会在华团名誉顾问拿督斯里郑长大的双用登陆艇上举行，华团成员与各个属

会成员在登陆艇上夜游拉让江，共享美食及交流联谊，吸引了共 700 多名人士参与。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署理主任叶翠云，组委江少凤，冯玉英，青年团团长谢云

生，团委梁瑞芬，黄秀炜出席此项活动。 

 

（9） 30.04.2017 (星期日) 就职典礼兼孝亲敬老会 

本会与诗巫广和安慈善社於 2017年 4月 30日，中午 12时正，在晶木酒店举行

2017年至 2018年理事丶青年团丶妇女组丶松龄组及社委就职典礼兼孝亲敬老会午

宴。 

砂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拿督沈桂贤受邀为监誓主宾，出席嘉宾包括来自全国各地

的会宁乡亲，筵开 200席，300位长者参加敬老会。 

 

（10）24.06.2017-27.06.2017 (星期六至星期二) 第 11届（2017）全砂会宁嘉年华会 

刚好是开斋节假期，本会派出强大阵容参加由古晋会宁同乡会所主办的第 11届

（2017）全砂会宁嘉年华会。本会理事，青年团，妇女组及松龄组踊跃出席这项嘉

年华会。同时亦有派代表参加嘉年华会的各项比赛项目，即填色/绘画精英赛，华

语卡拉 OK歌唱赛，兵乓赛，篮球赛，羽球赛及书法赛。 

 

（11）20/07/2017-29/07/2017（10天）第十五届（2017）年婆罗洲文化节 

第十五届（2017）年婆罗洲文化节美食摊位 

第十五届（2017）婆罗洲文化节，本会租一个摊位推广会宁家乡美食，由妇女组全

权承办，理事，青年团及松龄组协办。组委分工合作每日轮值在美食摊位工作及准

备美食。美食摊位推出正宗会宁家乡美食如：油糍，叶子糍，沙姜鸡，酸鸭，甘榜

猪肉，干沙等美食。时间是在傍晚 5时至 11时（10天开放时间），地点诗巫城市

广场“创走廊”。 

 

（12）2017年 7月 27日至 28日（星期四至五）诗巫华团主催诗巫华青团主办，各属团联

办【第十五届（2017）婆罗洲文化节】-“华族文化风采” ）【华族童玩竞】 

27/7/2017（星期四）7：30PM飞飞机。 

28/7/2017（星期五）7：30PM 剪刀石头布。 

本会青年团各派三位团委参加以上两个竞赛。剪刀石头布這項比赛最終由本會 獲

得團體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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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三届全砂華總屬下社團執委常識比賽：詩巫區域賽（6/8/2017） 

由砂拉越華人社團聯合總會（砂華總）主催，砂拉越華人社團聯合總會青年團（砂

華青團）主辦，詩巫省華青團承辦之《第三屆全砂華總屬下社團執委常識比賽》詩

巫區域賽在 2017年 8月 6日上午 10時在華團會所二樓常青堂舉行。本会派五位代

表-理事江泽经，团委江浙禾，组委叶翠云，江凤英及江美洲参加这项比赛。本会

理事江泽经获得鼓励奖。 

 

（14）17.08.2017 （星期四）讲座会 

诗巫客家公会与精明理财合作支持单位，下午 1时至 5时，假诗巫晶木酒店主办

《一带一路的智慧与契机》讲座会。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青年团团长谢云生出

席讲座会。 

 

（15）30.09.2017（星期六）砂拉越詩巫高原区民众联谊会創会 20周年紀念 

砂拉越詩巫高原区民众联谊会創会 20周年紀念于晚上 6时 30分，晶木酒店举行。

本会青年团团长谢云生，团委江先土及冯志明出席这项晚宴。 

 

（16）01.10.2017 （星期日）庆祝中秋节联欢会兼颁发 2016年度会员子女学优奖励金 

为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节日，本会於 10月 1日（星期日）傍晚 5时正，在长桥

路会所庆祝中秋节联欢会兼颁发 2016 年度该会与总会两份之会员子女学优奖励金。 

 

（17）03.10.2017 （星期二）诗巫灯会暨一马美食节 

2017年 10月 3日，晚上 8时，在诗巫城市广场，诗巫市议会主催诗巫中华总商会

主办 2017年诗巫旅遊年.诗巫灯会暨一马美食节。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副主任

江美英，副财政江美淞，组委冯玉英及青年团团长谢云生出席这项开幕礼。 

 

（18）22.10.2017 （星期日）客家公会《防火》讲座会 

于 2017年 10月 22日（星期日）下午 2时，假客家公会礼堂三楼，客家公会与吉

隆坡防火协会联办一项防火讲座会，本会青年团团长谢云生出席这项讲座会。 

 

（19）29.10.2017 （星期日）消防意识醒觉讲座会 

于 2017年 10月 29日（星期日）下午 1时 30分，假本会会所二楼，本会受邀与吉

隆坡防火协会联办一项消防意识醒觉讲座会，有 60多位会员出席这项讲座会。 

 

（20）12.11.2017 （星期日）出席雪隆会宁公会 94周年会庆联欢午宴 

本会江先明会长，江先福财政，谢云生团长出席于 2017年 11月 12日（星期日）

中午 12时正，假隆雪华堂光前堂，雪隆会宁同乡会举行 94周年暨青年团 28周年

及妇女组 18周年会庆联欢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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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会宁同乡会 

2017年度妇女组活动报告 (1.11.2016-15.11.2017) 

 

妇女组主任 ：江凤英   

署理主任 ：叶翠云  

 

（1） 06.11.2016（日）保龄球比赛 

由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催，砂拉越彭城刘氏公会妇女组所主办的“属组组委保龄

球比赛“，于 2016年 11月 6日下午 1时在诗巫保龄球场举行。  

这项配合华团妇女组主题活动“人间有爱，温情永在”举行的系列活动共吸引了

15个属组参与。本会妇女组组委叶莲美获得第五名。 

 

（2） 07.11.2016（一）爱心赞助卡移交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于 2016年 11月 7日下午 6时 45分在华团会所二楼增强厅进

行《2727爱心赞助卡》移交仪式。  

本期《爱心赞助卡》共发出 630张予各个华团妇女组旗下各个属组。 

 

（3） 13.11.2016（六）晚上 6时 30分，诗巫丽华酒店，广东公会联谊会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联谊会。 

 

（4） 26.11.2016（六）英式三人制女篮赛 

由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催，本会妇女组主办的“三人制英式女篮赛”于 2016年 11

月 26日上午 8时假诗巫中兴中学拉开了帷幕。 

比赛由华团会长江贤钦主持开幕，并且由本会会长刘汮桦丶赛会赞助人及华团

妇女组执行顾问甲必丹苏德旗观礼。 

这项比赛经历 4小时对抗后，由本会妇女组笑到最后，夺得冠军。 

 

（5） 10.12.2016（六）客家公会妇女组圣诞冬至联欢会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5位组委出席于一马村，上午 7时 30分，客家公会举

办爱心慈善活动-圣诞冬至联欢会，邀请诗巫福儿院 30名院生参与。 

 

（6） 11.12.2016（日）华团妇女组办“送爱福儿院暨圣诞联欢会”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配合主题“人间有爱，温情永在”，于 2016年 12月 11日下午

1时举办一项“送爱福儿院暨圣诞联欢会”的活动。  

这项活动在卫理福儿院进行，由筹备会主席苏忠芬移交爱心款项予诗巫卫理福

儿院院长杨启好，并且在会后与福儿院的院生们一同共庆圣诞节，共享美食。

这项活动是由华团妇女组主催，砂拉越宁德公会妇女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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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7.12.2016（六）搓汤圆观摩赛暨冬至团圆夜 

诗巫省华团庆祝创会 40周年（1977-2017）纪念庆典，配合主题“神采华团•光辉

40”系列活动，于 2016年 12月 17日与诗巫姑苏厨业餐饮联谊会联办“搓汤圆观

摩赛”。本会妇女组夺得团体奖季军及 A 队的组委梁美华及署理主任梁瑞芬则

夺得个人组冠军。 

 

（8） 17.12.2016（六）美声比赛 

配合诗巫省华团庆祝创会 40周年主题“神采华团，光辉 40”，由诗巫省华团主办，

诗巫菰苏厨业餐饮联谊会协办[美声比赛]在诗巫华团 3 楼举行。本会妇女组派

叶连美组委参加比赛。 

 

（9） 23.12.2016（五）诗巫客家公会妇女组在 RAMIN WAY BAR 庆祝 X’MAS 

PARTY暨 9月份至 12月份妇女组组委生日会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5位组委出席这项活动。 

 

（10）08.01.2017 （日）诗巫客家公会妇女组顾问甲必丹罗明华庆祝生日暨庆祝 1 月

份至 3月份妇女组组委生日会 

晚上 6时 30分，在诗巫丽华酒店咖啡屋，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6位组委出

席这项活动。 

 

（11）14.01.2017 （六）华团妇组“爱心献社会”活动捐助善款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配合主题活动“人间有爱，温情永在”举办【爱心献社会】活

动，分别捐助 2千令吉予诗巫肾脏基金会及诗巫嵴髓损伤协会。  

本会妇女组江凤英主任，妇女组组委冯美凤，沉杏娣及江美淞出席这项活动。 

 

（12）18.01.2017 （三）“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文化汇演 

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承办的 “文化中国，四海同

春”，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晚上 7 时在诗巫民众会堂闪亮登场，吸引了 2500 多

名诗巫同胞出席观赏。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副主任江美英也出席观赏这文

化汇演。 

 

（13）年初二向华团会长暨本会名誉会长江贤钦拜年（29/1/2017）（星期日） 

诗巫省华团会长江贤钦在 2017 年 1 月 29 日年初二开放门户，邀请华团所有理

事、华青团团委、妇女组组委、各小组组员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前往其府邸拜

年贺岁。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组委江美淞及江美洲也向江贤钦乡长拜年。 

 

（14）31.01.2017 （星期三）华团新春大团拜 

晚上 7 时正，于晶木大酒店，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妇女组署理主任叶翠云

出席华团新春大团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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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02.2017 （星期日）诗巫客家公会丁酉年 2017新春晚宴 

晚上 7 时正，于晶木大酒店水上餐厅，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9 位组委出席

客家公会新春晚宴。 

 

（16）12.02.2017 （星期日）丁酉年新春联欢会暨新春歌唱赛 

配合农历新春佳节的到来，本会松龄组于二月十二日（星期日），即农历正月

十六日，中午十二时在诗巫旺喜楼酒家举办“丁酉年新春联欢会暨新春歌唱赛”。

主题为“促进同乡情谊”，首相署东亚特使拿督斯里张庆亯太帄局绅担任午宴嘉

宾。江道清为筹备会主席。新春歌唱赛分为两组进行，宿将新秀男女溷合组及

宿将精英男女溷合组。全体理事，青年团，妇女组，松龄组出席这项盛宴庆祝

农历新春佳节。 

 

（17）12.02.2017（星期日）华团办千人挥春，冀创造大马纪录 

由诗巫省华团在大学城广场举办【诗巫华团 40纪念杯–诗巫挥春大马纪录】 

诗巫省华团联合多个文教团体联办【千人挥春比赛】，并且以缔造纪录为目标，

将这项拥有浓厚华族传统色彩的春节活动载入史册，完成壮举！ 这项活动是由

诗巫省华团文教组主办，诗巫书艺协会及诗巫省留台同学会、诗巫省华文独中

董联会、诗华教师公会、诗巫省与加帛省津贴华小董联会、砂拉越科技大学及

诗巫省华文独中校友联合会联办的，活动在 2017 年 2 月 12 日（10 点开始，7

点报到）假大学城广场举办。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副主任江美英也参加这

项比赛。 

 

（18）12.02.2017（星期日）华人新春晚宴 

晚上 7 时，在佰乐门大酒店，七乡团及省公署联办华人新春晚宴。本会妇女组

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晚宴。 

 

（19）妇组泰国华欣激励之旅授旗礼（15/2/2017）（星期三）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将在 2017 年 2 月 18 日至 22 日前往泰国华欣展开【激励之

旅】。本会会长江贤钦于 2017年 2月 15日上午 10时在华团会所举行了一个简

单的授旗礼仪式，希望妇女组旅途愉快，收穫满满！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

席这项授旗礼。 

 

（20）17.02.2017（星期五）广东之夜 

晚上 7 时，在晶木大酒店 6 楼，诗巫广东慈善社百周年庆典暨诗巫广东公会 20

周年庆典，就职典礼暨新春联欢会（广东之夜）。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

这项晚宴。 

 

（21）18.02.2017（星期日）华团 2017年华人新春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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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0-12：30pm ,诗巫伊斯兰大厦-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由砂拉越回教

资讯中心与砂拉越诗巫华人社团联合会联办 2017年华人新春联欢会。 

 

（22）05.03.2017（星期日）常年会员大会 

本会一年一度的常年会员大会，时间：早上十一时正 地点：本会会所峄琴堂，

全体理事，青年团，妇女组，松龄组及会员踊跃出席常年会员大会。 

 

（23）08.03.2017（星期三）第 19届爱心赞助卡 

配合主题【人间有爱·温情永在】并缔造温馨社会而推展《2727 爱心赞助卡》，

于 2016 年 11 月 7 分别由会长江贤钦及妇女组执行顾问苏德旗副会长主持移交

仪式。此项爱心筹款获得各属组及各界人士热烈响应，所筹款额为历届之冠，

团体组：本会会妇女组共筹获（RM 3,822.00）。 

 

（24）12.03.2017 (星期日) “筹募华团基金”幸运奖券推介礼 

诗巫省华团为筹募基金推出“筹募华团基金”幸运奖券，并于 2017 年 3 月 12 日

上午 9时在华团会所堂举行一项推介礼。  

推介礼上进行了一项简单的移交幸运大奖仪式，同时将部分奖券移交予华青团

丶妇女组及各个属会。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此项推介礼。 

 

（25）12.03.2017（星期日）华团第十五届华青团/第十四届妇女组团员/组员第二次代

表大会开幕礼 ） 

华团华青团及妇女组于 2017年 3月 12日上午 10时举行团员及组员第二次代表

大会。在大会开始前，华青团及妇女组在华团会所三楼会干淑贞堂举行开幕仪

式，并进行妇女组《2727 爱心赞助卡》的颁奖仪式。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

席此项活动。 

 

（26）25.03.2017 (星期六) 出席警察日 

大马皇家警察于 2017 年 3 月 25 日下午庆祝第 210 届警察日。诗巫警方今早 8

时在警察总部举行庆祝活动，并邀请社会人士出席观礼及观赏精采的余兴节目。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活动。 

 

（27）第廿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26/3/2017）(星期日) 

诗巫省华团于 2017年 3月 26日上午 10时在华团会所三楼会干淑贞堂召开【第

廿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这项大会由华团名誉会长陈发枝担任主宾。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大会。 

 

（28）社团注册局 3月 30日（星期四）在华团会所办【社团管理及电子呈报的运用】

讲解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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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社团注册局将在将在 2017年 3月 30日（星期四）上午 8时至下午 5时,

假华团会所三楼会干淑贞堂举办【社团管理及电子呈报的运用】讲解研讨会，

数位资深官员在现场为各社团讲解及解答各项问题。该讲解研讨会将由新上任

的社团注册官 Puan Georgina Apphia Ngau 主讲，媒介语为国英语。 

本会妇女组江凤英主任，青年团秘书梁瑞芬及座办邓秀芬出席此项研讨会。 

 

（29）01.04.2017 (星期六) 联谊会(星期六) 

中国世界广宁乡亲联谊会一行 9 人，于 1/4/2017 访抵本会，进行探亲和交流。

联谊会执行会长江纪华一行人与本会理事，顾问等在会所进行交流。本会青年

团团委，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多名组委暨松龄组组员出席此项联谊会。 

 

（30）01.04.2017 (星期六) 歌唱选拔赛 

本会于 01.04.2017，傍晚 6 时正，假诗巫沙廉星光广场舞台举行歌唱选拔赛。

本会青年团副团长江先土为筹备会主席。比赛分为 4 个组别进行，各组前两名

优胜者代表本会参加于古晋会宁同乡会主办的全砂会宁嘉年华会歌唱组比赛。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财政江少凤出席此项选拔赛。 

 

（31）01.04.2017 (星期六)（“癌症非绝症”健康讲座） 

由诗巫省华团社团与社会组与诗巫国际青商会、诗巫再也国际青商会及文华国

际青商会联办之【“癌症非绝症”健康讲座】于 2017年 4月 1日下午 2时假华团

会所二楼常青堂举行。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讲座会。 

 

（32）08.04.2017-09.04.2017 (星期六至日) 加帛广东公会就职典礼兼敬老会暨交流会  

9.4.2017（日） 与加帛广东公会举行交流会 

本会会长江先明及多位理事，妇女组主任江凤英，署理主任叶翠云，组委江少

凤及李秀英和青年团秘书梁瑞芬出席加帛广东公会就职典礼兼敬老会暨交流会。 

 

（33）15.04.2017 (星期六)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巡回拜访团交流会 

下午 2 时，在本会会所，本会理事，青年团，妇女组及松龄组出席由马来西亚

会宁总会会长胡桂华率领的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巡回拜访团进行交流会。 

 

（34）15.04.2017(星期六) 诗巫客家公会妇女组联谊会 

晚上 7 时，在客家公会 3 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5 位组委出席这项联谊

会。 

 

（35）22.04.2017 (星期六) 属会拉让江之夜 

诗巫省华团与属会于 2017年 4月 22日下午 6时举办“属会拉让江之夜”。 

此次晚会在华团名誉顾问拿督斯里郑长大的双用登陆艇上举行，华团成员与各

个属会成员在登陆艇上夜游拉让江，共享美食及交流联谊，吸引了共 700 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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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参与。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署理主任叶翠云，组委江少凤，冯玉英，

青年团团长谢云生，团委梁瑞芬及黄秀炜出席出席此项活动。 

 

（36）【怎样开好会及会议规范】讲座会（29/4/2017）(星期六) 

为了让华团妇女组组委及属组组委更好地掌握开会的技巧以及了解各个职务的

职责及功能，华团妇女组特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下午 2 时在华团会所二楼常青

堂举办一项【怎样开好会及会议规范】讲座会。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9 位

组委出席这项讲座会。  

 

（37）妇女组颁发【送爱单亲妈妈】暨【第 15 期 2017 助学金】（29/4/2017）(星期六)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下午 2 时在华团会所二楼常青堂举行

【送爱单亲妈妈】暨【第 15 期 2017 助学金】的颁发仪式。在这两项计划下，

共有 22 位单亲妈妈及 23 位学生受惠。助学金筹备会主席为本会妇女组主任江

凤英。 

 

（38）30.04.2017 (星期日) 就职典礼兼孝亲敬老会 

本会与诗巫广和安慈善社于 2017年 4月 30日，中午 12时正，在晶木酒店举行

2017 年至 2018 年理事丶青年团丶妇女组丶松龄组及社委就职典礼兼孝亲敬老

会午宴。 

砂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拿督沉桂贤受邀为监誓主宾，出席嘉宾包括来自全国

各地的会宁乡亲，筵开 200席，300位长者参加敬老会。 

 

（39）属组组委书法比赛（10/5/2017）(星期三) 

由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催，砂拉越古田公会妇女组主办之【属组组委书法比赛】

于 2017年 5月 10日下午 1时 30分在古田公会仁爱之家举行。这项比赛共吸引

了 12 个属组共 24 名执委参与。本会妇女组组委梁晶茵及江惠云参加这项比赛。 

 

（40）亲善访问沐胶华社交流会（27/5/2017）(星期六) 

诗巫省华团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上午 8 时组团前往沐胶省亲善拜访当地华社及

进行交流会。本次拜访主要是为了促进诗巫省华团与沐胶省华社的联系，同时

也协助当地华社成立沐胶省华总。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理主任叶翠云出

席这项交流会。 

 

（41）蔬果拼盘比赛（28/5/2017）(星期日) 

配合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妇女组活动主题『人间有爱·温情永在』，诗巫华团

妇女组主办别开生面首创【属组组委爱拼才会赢·现场创作『蔬果拼盘比赛』】

昨午假诗巫兴化莆以公会顶楼庄约瑟礼堂举行，总共有 11个属会妇女组组委踊

跃参加。本会妇女组组委梁晶茵，江美洲，江发娣及冯玉英参加这项比赛，获

得参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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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诗巫博爱协会就职典礼（28/5/2017）(星期日) 

晚上 6时 30分，在旺喜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副主任江美英出席诗巫博

爱协会就职典礼。 

 

（43）属组组委室内 12m反曲弓射箭比赛（11/6/2017）(星期日) 

由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催，砂拉越张氏公会妇女组所主办之【属组组委室内

12m 反曲弓射箭比赛】于 2017 年 6 月 11 日上午 9 时在高原仕国花园拔妃堂举

行。本会妇女组组委叶莲美，梁美华，叶竟黛及冯玉英参加这项比赛。个人奖：

组委梁美华获得季军，团体奖：本会获得殿军。 

 

（44）广惠肇公会就职典礼暨端午节晚宴（11/6/2017）(星期日) 

 广惠肇公会 2017-2018年第 31届理事，第 15届青年团，第 13届妇女组职典礼

暨 端午节晚宴，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15位组委出席这项晚宴。 

 

（45）第九届老吾老松龄之夜-五代同堂（16/6/2017）(星期五) 

由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举办之【第九届老吾老松龄之夜】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晚

上 7 时正假诗巫旺囍楼二楼举行。这项晚宴席开 50 席，共有 245 名超过 70 岁

的年长者在子孙们陪同下出席。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安排 20位松龄者出席这

松龄之夜。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10位组委出席这项晚宴。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配合主题[人间有爱。温情永在]举办【第九届老吾老松龄之

夜】- 五代同堂，于 2017年 6月 16日晚上 7时正，假诗巫省华团大厦三楼会干

淑贞堂举行。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推荐徐碧珠参加这项活动，获得亚军。 

 

（46）24.06.2017-27.06.2017 (星期六至星期二) 第 11届（2017）全砂会宁嘉年华会 

刚好是开斋节假期，本会派出强大阵容参加由古晋会宁同乡会所主办的第 11届

（2017）全砂会宁嘉年华会。本会理事，青年团，妇女组及松龄组踊跃出席这

项嘉年华会。同时亦有派代表参加嘉年华会的各项比赛项目，即填色/绘画精英

赛，华语卡拉 OK歌唱赛，兵乓赛，篮球赛，羽球赛及书法赛。 

 

（47）27.06.2017（二）[会议规范]课程 晚上 7时 诗巫漳泉公会会议厅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副主任江美英代表客家公会出席这项课程。 

 

（48）30.06.2017（五）[夜市人生在诗巫]推展礼 

旧夜市与夜市公会联办[夜市人生在诗巫]推展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

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推展礼。 

 

（49）20/07/2017-29/07/2017（10天）第十五届（2017）年婆罗洲文化节 

第十五届（2017）年婆罗洲文化节美食摊位 



83 
 

第十五届（2017）婆罗洲文化节，本会租一个摊位推广会宁家乡美食，由妇女

组全权承办，理事，青年团及松龄组协办。妇女组组委分工合作每日轮值在美

食摊位工作及准备美食。美食摊位推出正宗会宁家乡美食如：油糍，叶子糍，

沙姜鸡，酸鸭，甘榜猪肉，干沙等美食。时间是在傍晚 5时至 11时（10天开放

时间），地点诗巫城市广场“创走廊”。 

 

（50）20.07.2017 （星期四）甜点拼盘大比拼 

由诗巫省华团主办，诗巫姑苏厨业餐饮联谊会联办的“诗巫食神我来当：甜点拼

盘大比拼”，于婆罗洲文化节首日登场！ 这项比赛共吸引了 20 支队伍参赛。本

会派出 2队参加这项比赛。组委叶竟黛及其团队夺得团体鼓励奖。 

 

（51）【携手走过人生 40年】（21/7/2017）（星期五） 

诗巫省华团配合创会 40 週年主题“神采华团•光辉 40”，特举办一项名为【携手

走过人生 40年】的活动。这项温馨有趣的活动共获得 19对夫妇参加。  

本会署理会长江金财夫妇，妇女组组委张丽美，会员曾玉梅及曾玉珍参加这项

活动。。【携手走过人生 40 年】~成绩~:幸福美满组鼓励奖王欲清、曾玉梅及

蔡天健、张俪美。最佳幸福美满奖：-参赛奖：江金财、谢水花。浪漫满屋组金

奖：蔡天健、张俪美，鼓励奖：江金财、谢水花及许荣恆、曾煜晶。  

 

（52）【美食节与文化街推展礼】（21/7/2017）（星期五） 

由本会配合诗巫市议会主办之【2017 年婆罗洲文化节“华族文化风采”】之“文化

街”暨“美食节”于婆罗洲文化节次日（7 月 21 日）下午 6 时 30 分在鹅江亭举行

推展。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活动。 

 

（53）22.07.2017 （星期六）“歌唱与你讲唱会” 

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办，诗巫华团[创会 40 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庆典主题[神采华

团。光辉 40]联办“歌唱与你讲唱会”，于 7 月 22 日，下午 2 时正，在华团二楼

常青堂举行。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活动。 

 

（54）【鹅江之夜】（26/7/2017）（星期三） 

诗巫省华团“华族文化风采”华族舞台最后一个节目【鹅江之夜】在当晚

（26/7/2017）7 时举行。在节目开始之前，除了进行"摊位设计奖比赛"及"模范

摊位奖"颁奖典礼，也为舞台做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并由诗巫市议会主席拿

督张泰卿主持。 【鹅江之夜】的节目内容包含了乡音表演，传统舞蹈节目等等。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活动。 

 

（55）【拿督张泰卿品嚐七乡属美食】（26/7/2017）（星期三） 

各乡属美食一直都是婆罗洲文化节“美食节”及“文化街”的生招牌，一些美食如

兴化米粉及潮州双品粽更是公认的必买品，人气美味兼具！ 诗巫市议会主席拿



84 
 

督张泰卿于婆罗洲文化节“华族文化风采”主持闭幕典礼后，随同华团会长江贤

钦前往【七大乡属美食节】品嚐各乡属美食。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

活动。  

 

（56）第三届全砂华总属下社团执委常识比赛：诗巫区域赛（6/8/2017） 

由砂拉越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砂华总）主催，砂拉越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青年团

（砂华青团）主办，诗巫省华青团承办之《第三届全砂华总属下社团执委常识

比赛》诗巫区域赛在 2017 年 8 月 6 日上午 10 时在华团会所二楼常青堂举行。

这项比赛的开幕主宾为华团会长江贤钦，而这项比赛也获得 40多名社团执委报

名参加。本会派五位代表理事江泽经，团委江浙禾，组委叶翠云，江凤英及江

美洲参加这项比赛。本会理事江泽经获得鼓励奖。 

 

（57）17.08.2017 （星期四）讲座会 

诗巫客家公会与精明理财合作支持单位，下午 1 时至 5 时，假诗巫晶木酒店主

办《一带一路的智慧与契机》讲座会。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青年团团长谢

云生出席讲座会。 

 

（58）【张吉安“乡音考古”分享会】（19/8/2017）（星期六） 

诗巫省华团配合创会 40 周年（1997-2017）纪念庆典系列活动特主办之【乡音.

母语】分享会在 2017年 8月 19日 7时于华团会所二楼常青堂成功举行。 这项

分享会的讲师为“乡音.母语”传扬计划总监张吉安，开幕主宾为华团会长江贤钦。

本会妇女组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活动。 

 

（59）《赤子丰碑》舞台剧汇演（31/8/2017）（星期四） 

由诗巫省华团、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及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晚上 7 时在诗巫省华团三楼会干淑贞堂联办的《赤子丰碑》舞台剧汇演。 这

场由中国广东省南洋归侨联谊会呈献，历时 90分钟共分为 4个篇章的《赤子丰

碑》舞台剧吸引了两百多名观众入席观赏。本会妇女组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

项活动。 

 

（60）01.09.2017 （五）拉让音乐社 2017 年校际华语歌唱比赛闭幕颁奖礼暨第 25 届

理事就职典礼兼颁发 2016年社员子女《范招锦》教育奖励金 

晚上 6时 30分，诗巫花悦坊酒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多位组委出席这项

活动。 

 

（61）02.09.2017 （六）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成立 20周年庆典暨老友大团聚午宴 

于 2017 年 9 月 2 日，中午 12 时，在诗巫晶木大酒店六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

凤英及六位组委出席这项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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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9.09.2017 （六）黄乃裳中学 50 周年 1967-2017 校庆暨校友返校日系列活动

《飞耀约 50。印象黄中》庆典晚宴 

于 2017年 9月 9日，晚上 7时，在诗巫晶木大酒店六楼宴会厅，本会会长江先

明及四位妇女组组委出席这项晚宴。 

 

（63）10.09.2017 （星期日）打三决竞赛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催。砂拉越徐氏公会妇女组主办配合主题活动[人间有爱，

温情永在][属组组委打三决竞赛]，下午 1 时，在砂拉越徐氏公会会所举行。本

会妇女组委派两位组委梁晶茵及江瑞芬参加比赛。 

 

（64）16.09.2017 （星期六）马来西亚日 晚上 7时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在城市广场的马来西亚日庆典。 

 

（65）22.09.2017 （星期五）国际及诗巫都东区狮子会创会之夜 

晚上 6时 30分，在常青大酒店茉莉厅，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代表客家公会出

席这项创会之夜。 

 

（66）华团妇女组拜访漳泉公会妇女组（24/9/2017）（星期日） 

为促进与属组之间的联繫，华团妇女组于 2017 年 9 月 24 日下午 7 时拜访诗巫

漳泉公会妇女组，并于漳泉公会会所举行一项简单的交流会。本会妇女组主任

江凤英及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交流会。 

 

（67）01.10.2017 （星期日）庆祝中秋节联欢会兼颁发 2016年度会员子女学优奖励金 

为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节日，本会于 10月 1日（星期日）傍晚 5时正，在长

桥路会所热烈庆祝中秋节联欢会兼颁发 2016 年度该会与总会两份之会员子女学

优奖励金。 

 

（68）01.10.2017（星期日）客家公会中秋联欢会暨会员女子学优奖励金颁奖礼 

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 6 位组委出席客家公会于 10 月 1 日上午 10 时，客家

公会三楼举办中秋联欢会暨会员女子学优奖励金颁奖礼。 

 

（69）03.10.2017 （星期二）诗巫灯会暨一马美食节 

2017年 10月 3日，晚上 8时，在诗巫城市广场，诗巫市议会主催诗巫中华总商

会主办 2017 年诗巫旅游年.诗巫灯会暨一马美食节。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

副主任江美英，副财政江美淞，组委冯玉英及青年团团长谢云生出席这项开幕

礼。 

 

（70）拜访高阳许氏公会妇女组暨进行交流会（23/10/2017）（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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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7 时 30 分前往诗巫高阳许氏公会

会所拜会该会的妇女组。主要目的是邀请许氏妇女组加入华团妇女组，这项建

议获得了许氏妇女组及主任许美娣的欢迎及支持。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

此项交流会。 

 

（71）29.10.2017 （星期日）消防意识醒觉讲座会 

于 201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下午 1 时 30 分，假本会会所二楼，本会受邀

与吉隆坡防火协会联办一项消防意识醒觉讲座会，有 60多位会员出席这项讲座

会。 

 

（72）【华团幸运奖券】开彩礼，得奖号码公佈（31/10/2017）（星期二） 

诗巫省华团配合庆典主题“神采华团，光辉四十”推出的【幸运奖券】，获得了

华社的大力支持，并且在 2017年 10月 31日晚上 7时于华团会所二楼常青堂举

行开彩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这项活动。 

 

（73）10.11.2017-11.11.2017 （星期五-六）华团华青妇女才艺大比拼暨 40庆典晚宴 

为热烈庆祝创会 40 周年（1977-2017）纪念，配合主题[神采华团。光辉 40] 展

开一系列活动。11月 10日，晚上七时正，在诗巫一马文化村，欢迎宴会 [30.28

华`青巾帼才艺大比拼及妇女组特刊推展礼。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理主任

叶翠云出席这项推展礼。 

11 月 11 日，晚上七时正，在诗巫晶木酒店，华团 40 庆典晚宴。本会妇女组主

任江凤英及 6位妇女组组委出席这项晚宴。 

 

（74）18.11.2017 （星期六）[献爱心活动] 

由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办[献爱心活动，以关怀的心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于

2017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1 时 15 分，拜访 ST。 JOHN AMBULANS 

MALAYSIA-KPS （洗肾中心）。下午 2 时，拜访南兰律单亲妈妈协会。下午

三时，拜访华团隔壁的爱之家。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及署理主任叶翠云出席

这项活动。 

 

（75）19.11.2017 （星期日）华团漳泉妇组访慈善社 

诗巫省华团妇女组主崔诗巫漳泉公会妇女组主办拜访诗巫慈善社老人院，并进

行慈善烹饪献爱心活动。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这项活动。 

 

（76）22.11.2017 （星期三）育德小学建校 91周年纪念（1926-2017）庆典暨新教育楼

落成晚宴  晚上 7时  晶木大酒店六楼宴会厅 

本会秘书江先帄，1位理事代表会长暨本会妇女组主任江凤英出席此项晚宴。 

 

 

 



87 
 

万里望会甯同乡会 

2017年会务报告 

 

A. 第六十一届（2016至 2017）年理事表 

      会  长 ：邓天荣 PJK  

   署理会长 ：王东昌  

   副会长 ：黄乃俭、黄焕友。 

   总  务 ：黄华光    

   副总务 ：李耀新 

   财  政 ：樊德成    

   文  书 ：曾志刚 

   交  际 ：麦凤平、吴志鸿。 

   监事长 ：曾振华 

   庶  务 ：李锡根、李锦禧 PJK,AMP。 

   查  数 ：邓镜辉、丁汉国。 

   福  利 ：邓锦威、陆华强。 

   理  事 ：潘仁杰、高潮芳、苏雅生、谭锦堂、李锡聪、黄乃伟。 

   青年团 ：邓俊华、李文富、李文达、黄育贤、曾健锋、王嘉韦、胡智强、 

      黄家豪、 丁崧森、丁耀华。 

   阮梁圣佛古庙保管委员：潘照南 AMP、黄乃俭、邓天荣 PJK、王东昌、曾志刚、 

              李锦禧 PJK,AMP、曾振华。 

 

B. 活动报告 

（1） 05-01-2017 出席万里望万华小学校友会周年纪念宴会 

（2） 05-02-2017 本同乡会附属阮梁公圣佛庙庆祝阮梁圣佛千秋宝旦，当晚宴开 16席 

         招待社团贤达，年迈会员以及雀友等，并颁发会员子女奖励金，各 

         善男信女踊跃出席，场面热闹。 

（3） 11-02-2017 出席万里望近打仁义社 71周年宴会。  

（4） 19-02-2017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新春大团拜，各属会会长、理事及乡亲都一 

         同出席，谈笑风生，喜气洋洋。 

（5） 10-03-2017 出席拿乞埠列圣宫义山保管委员会 128 周年纪念暨北帝爷保单宴会。 

（6） 09-04-2017 出席万里望嘉应五属公会 81周年宴会。 

（7） 09-04-2017 出席务边会甯同乡会春祭联欢晚宴。 

（8） 23-04-2017 出席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春祭宴会。 

（9） 23-04-2017 年度春祭，活动于早上十时举行，会长邓天荣 PJK率领本会理事、 

         乡亲同人前往万里望义山总坟拜祭先贤，发扬慎终思远之美德。 

（10）26-06-2017 出席古晋会宁同乡会成立 15周年宴会及参加 2017年第十一届全砂 

         会宁嘉年华会。 

（11）07-07-2017 出席万里望中华慈善剧社 85周年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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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07-2017 出席万里望黄老先师慈忠庙千秋宝旦宴会。 

（13）26-08-2017 出席金宝会甯同乡会 66周年联欢晚宴。 

（14）19-08-2017 出席吡叻广肇会馆宴会。 

（15）03-09-2017 出席万里望将军庙李义将军千秋宝旦宴会。 

（16）10-09-2017 出席巴占会甯同乡会秋祭联欢晚宴。 

（17）01-10-2017 出席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秋祭晚宴。 

（18）28-10-2017 本会附属佛庙佛爷庙庆祝文氏贞仙娘娘千秋宝旦，宴开 22席，各属 

         会会长、理事、乡亲、各地佛爷庙代表踊跃出席，共聚一堂。 

（19）29-10-2017 本会理事在会长邓天荣带领下，出席吡叻会甯公会 93周年宴会。  

 

 

C. 会员人数：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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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属文德甲会甯会馆 

A. 2016 – 2017年度理事表 

会长 ：胡桂华   

副会长 ：卢学友 

总务 ：张永亮   

财政 ：卢学君 

查账 ：范繡予   

副查账 ：李家祥 

中文书 ：卢学伟    

国文书 ：吴金英 

交际 ：陆    禄    

副交际 ：陈亚梅 

宣传 ：彭秀珍   

副宣传 ：王桂好 

监察 ：陆    全 

调查 ：张亚良   

副调查 ：吴金昌 

理事 ：卢定文、陈国雄、陈德华、张  钻。    

青年团长 ：卢学伟 

妇女组主任：吴金英 

 

 

B. 活动简报 

(1) 文德甲会宁会馆 2017丁酉年新春送暖 

2017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会长胡桂华带领理事们，前往淡马鲁新村老人院以

及文德甲福利会新春送暖，除了如往年分派红包及柑外，也提早向老人家拜个早

年。部分老人家依稀记得每年拜访的团队成员，除了开心迎接，并犹如和亲人见

面，互相问候，场面感人。希望这份爱心，能够让无依无靠的老人家，感受到社

会的爱与关怀。 

 

(2) 文德甲会宁会馆 2017丁酉年理事捞生 

2017年 1月 10日{星期五}晚上 7时，在淡马鲁敦煌海鲜冷气饭店，进行 2017丁

酉年理事捞生。此活动也获得理事们的踊跃参与，大家一起发啊！ 

 

(3) 文德甲会宁会馆 2017丁酉年新春团拜 

2017年 2月 12日{星期日}，上午 11时，在本会馆举办一年一度的新春团拜。主

办团拜的目的是为了联系会员及同乡之间的乡情，并促进彼此的交流。当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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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派红包及新春礼品于 70 岁以上的会员及小孩，也备用茶点、年柑、年饼等

招待会员同乡。 

 

(4) 文德甲会宁会馆 2017年度会员大会 

2017年 4月 30日{星期日}在本会会所召开 2017年度常年会员大会。会长非常感

谢会员对会馆无私地奉献，同时也呼吁会员继续支持会务，避免陷入青黄不接的

困境。 

 

(5) 文德甲会宁会馆 2017年爱心捐血运动 

2017 年 8 月 6 日{星期日}，文德甲会宁会馆在文德甲星光广场（Mentakab 

StarMall），举办一年一度的捐血运动。在短短的 6 个小时，共筹获 120 包血浆，

反应热烈。而 2017 年的爱心捐血运动与往年一样，得到各族人士的踊跃支持，

希望他/她们的行善精神能够延续下去，以造福社群。 

 

(6) 文德甲会宁会馆 78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2017年 8月 19日{星期六} ，淡属文德甲会宁会馆成立 78周年，于文德甲工业城

聚满轩宴会厅，傍晚 6时正举办{78周年庆典暨颁发奖励金联欢晚宴}。会长胡桂

华致欢迎词时，呼吁会宁乡亲和会员子女学业有成后，踊跃加入“会宁大家庭”

以壮大本会的阵容，将会馆活动办得更好，更希望将来能为乡亲们，提供更好的

服务。 

 

(7) 文德甲会宁会馆 2017年家庭日 

2017年 10月 14日{星期六}，晚上 7时，于本会查账范绣予乡姐住家举办会宁家

庭日聚餐，获得会员们扶老携幼踊跃出席，场面充满温馨，一片和乐。当晚的家

庭日，也品尝到理事及会员们所准备的各式各样家乡美食，如仁愐焖鸭、广宁沙

姜鸡、四会煎堆、竹笋焖鱼漂、卤姜鸭等。除了美食，还有会员报效幸运抽奖奖

品，让家庭日更加圆满成功。 

 

C〃 会员人数 ：169 人 

 

 

 

 

 

 

 

 

 

 

 



91 
 

 

 

淡属文德甲会甯会馆青年团  

 

A. 2016-2017理事名单 

团长 ：卢学伟   

副团长 ：吴金昌 

秘书 ：张永亮   

财政 ：卢美燕  

理事 ：陈国雄、陆静芳、卢定文、吴金兰、彭秀蓉。 

 

B. 2017团务报告 

（1） 06/01/2017：代表出席出席淡属华团联合会新春聚餐晚会 

（2） 15/01/2017：配合春节的来临，青年团与理事会拜访淡马鲁新村老人院及文  

          德甲福 利会老人院并派发 新春年柑与红包。 

（3） 05/02/2017：出席文冬会宁同乡会举办的新春团拜 

（4） 10/02/2017：文德甲会宁三大机构举办新春捞生聚餐。 

（5） 12/02/2017：新春佳节期间，协助母会在本会馆举办新春大团拜，邀一众同乡共 

           庆佳节。现场派发红包予 70岁以上的会员。 

（6） 24-26/6/2017：代表出席古晋全砂会宁嘉年华会与总团团委会。 

（7） 09/07/2017：出席文冬会宁同乡会庆祝 72周年纪念及颁发奖励金联欢宴会。 

（8） 23/07/2017：举办淡属 5公里MENTAKAB CITY RUN之文风起步，报名人数近 

           500人，团长卢 学伟是筹委会主席。 

（9） 06/08/2017：在文德甲星光广场主办捐血运动，成功筹获 120包血浆。 

（10）19/08/2017：会馆庆祝成立 78周年纪念联欢晚宴暨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 

           金及大学毕业荣归。 

（11）09/09/2017：秋祭，在义山总坟拜祭先贤，仪式简单但意义重大。 

（12）01/10/2017：参与义卖会以协助姚贞暖华小筹募提升学校软硬设施基金。 

（13）14/10/2017：举办家庭日与中秋节聚会，获得会员们踊跃的参与，近 250人出席。 

（14）12/11/2017：出席雪隆会宁公会 94周年会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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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甲会甯会馆妇女组 

2016年 11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9日组委报告 

 

A. 第四届（2017-2018年度）妇女组理事 

      主席 ：吴金英 

   副主席 ：陈亚梅、王桂好 

   秘书 ：彭秀珍             

   副秘书 ：陆静芳 

   财政 ：范绣予                             

   副财政 ：王秀娟 

   理事 ：彭金兰、彭秀蓉、王丽娟、王晓娟、王雅施、覃秀容、吕振玉、 

      吴金兰、邓俐芳、黄银花、宋秀琴、甄瑞兰。 

 

B. 活动报告： 

（1） 20/11/2016：出席雪隆会宁公会 93周年联欢午宴。 

（2） 03/12/2016：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妇女组第 4届第 1次组员代表大会。 

（3） 15/01/2017：拜访淡马鲁老人院及文德甲新村老人院。 

（4） 05/02/2017：出席文冬会宁同乡会新春团拜。 

（5） 10/02/2017：本会馆、青年团及妇女组 2017丁酉年新春捞生。 

（6） 12/02/2017：协助本会馆举办【2017丁酉年新春团拜】。 

（7） 12/02/2017：出席文德甲韵律歌友会所举办的【七彩凤凰迎春晚宴】。 

（8） 18/02/2017：出席务边会宁同乡会丁酉年新春团拜。 

（9） 19/02/2017：参与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主办【2017丁酉年新春大团拜】。 

（10）08/04/2017：出席文德甲会宁会馆第 4次理事会议。 

（11）22/04/2017：参与本会馆于文德甲华人义山进行一年一度【春祭】。 

（12）30/04/2017：出席本会馆 2017年度会员大会以及改选。 

（13）04/06/2017：参与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所主办【2017年第七届会宁华团杯保龄 

           球邀 请赛】。 

（14）24-27/06/2017：出席假砂劳越古晋 Dorset Boutique Hotel总会妇女 组第 4届第 3 

                 次理事会议及自我提升讲座会。   

（15）09/07/2017：出席文冬会宁同乡会于文冬龙凤酒楼所举办的 72周年纪念曁颁发 

           奖励金联欢晚宴。 

（16）17/07/2017：出席文德甲会宁会馆 2017年第 2次理事会议。 

（17）06/08/2017：由本会妇女组、青年团联办【2017年爱心捐血运动】， 一如往年, 

           获得各界人士踊跃支持和响应，圆满完成任务。 

（18）16/08/2017：出席本会会馆 2017年会庆筹委会议。 

（19）19/08/2017：协助本会馆举办庆祝成立 78周年纪念曁颁发奖励金联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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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2017：出席本会【78周年纪念晚宴】慰劳宴。 

（21）03/09/2017：出席文德甲工业城盂兰胜会慈善晚宴。 

（22）01/10/2017：参与情牵姚小 20载嘉年华义卖会。 

（23）14/10/2017：举办本会馆 2017年家庭日曁欢庆中秋节。 

（24）11/11/2017：出席本妇女组副主席王桂好乡姐次女出阁之喜聚餐。 

（25）12/11/2017：出席雪隆会宁公会 94周年联欢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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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冬会甯同乡会 

2017年会务报告 

 

A. 2017-2018职员表 

     名誉会长 ：胡锦堂、陈   泉、黄明光、罗东贵、雷金桦。 

     主席 ：张来福 AMP   

     副主席 ：李柟甡 

     总务 ：张廷陆 SMP，PKC,PJK   

     副总务 ：丁国才 PJK 

     财政 ：李成康 

     中文书 ：周金有 

     国文书 ：黎裕安 

     交际 ：何国兴、薛伙荣。 

     查数 ：莫鑑波、薛英贵。  

 理事 ：冼玉华 PJK、胡志成 AMP，严  九、李虹娇、莫才、江有才、 

    许瑞波、雷威荣、何国兴、莫小燕、张廷汉、陈兆文、莫宜蒂、 

    陈带燕、程  才、陈  泉、刘德伟。 

 

 

B. 会务报告 

（1） 14.01.2017参与文冬闲四十一华团主办挥春赛 

（2） 16.01.2017玻璃口华小筹建教室，赞助 RM500.00 

（3） 05.02.2017 在本会会所举办新春团拜会，免费招待老中青同乡，出席者 140 人。 

（4） 08.04.2017刊报祝贺理事刘德伟乡贤展货室新张落成 

（5） 06.05.2017委派两位理事出席黄氏江夏堂庆祝成立 76周年庆晚宴 

（6） 09.07.2017本会庆祝成立 72周年纪念联欢晚宴，筵开 35席。 

（7） 19.08.2017一行十人出席文德甲会甯会馆庆祝成立 78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8） 14.09.2017探访抱恙的陈泉乡贤和邱九乡贤两位会员 

（9） 01.10.2017 会员薛伙仙老先生不幸逝世，其家属节约 RM2000.00 作为活动基金。 

（10）26.10.2017登报祝贺冼玉华理事千金黄怡宁小姐与陈繁伦新婚之喜 

（11）04.11.2017探访及捐助本会中风会员刘振发乡贤 RM500.00 

（12）05.11.2017委派两位代表出席黎氏联宗会周年庆宴会 

（13）10.11.2017本会理事招待六位来自东马的会宁乡亲及肇庆市外事侨务局一行 5 

       人的代表团莅临本会交流。 

（14）12.11.2017本会一行九人出席雪隆会甯公会庆祝成立 94周年会庆午宴。  

 

 

C. 会员人数：2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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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边会甯同乡会 

2017年会务报告 

 

A. 第三十三届（2016年至 2017年职员表） 

       名誉会长 ：宋坤英、陈敬源、罗东贵、陈天保、谭锦华、熊伙养。 

       会长 ：曾志良 

       副会长 ：丁永康、钟木荣、刘德强、欧锦全、李    锡。 

       总务 ：陈文光 

       副总务 ：刘华生 

       财政 ：王威龙 

       副财政 ：熊文初 

       中文书 ：邝亚仔 

       西文书 ：吴金德 

       查数 ：陈成金、王玮国。 

       交际 ：陈国祥、谭明发。 

       调查 ：吴二牛、卢月明、陈保华。 

       理事 ：陈韶聪、欧炳佳、陈国华、陈锦荣、丁永森。  

  

       总会代表 ：正福利 ：曾志良 

      副秘书长 ：陈文光 

 

B. 会务报告 

(1) 03.12.2016：下午 2点，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召开第 22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由曾志良，陈文光及陈国祥代表出席。 

(2) 08.02.2017：晚上 7点。霹雳会宁公会举办新春团拜。由陈文光和陈国祥代表出 

           席。 

(3) 18.02.2017：晚上 7点 30分，在会所礼堂举办新春团拜，总会长带领文德甲会 

           宁会馆理事及同乡们出席，还有霹雳会宁公会，万里望会宁同乡会 

          ，巴占会宁同乡会，马登巴冷会宁同乡会和金保会宁同乡会也派代

           表出席。当晚大约有 150位乡亲及来宾参与这项活动。 

(4) 19.02.2017：上午 10点 30分，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在会所礼堂举办丁酉年新春大 

           团拜，会长曾志良带领 15位理事及乡亲出席。 

(5) 6-11.03.2017：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举办肇庆市商务考察团，由丁永康，陈文光及 

   曾日初参加。 

(6) 25.03.2017：晚上 8点 30分，在会所礼堂召开本年度会员代表大会。 

(7) 09.04.2017：早上 9点正，在会所礼堂开始进行春祭仪式，前往佛爷庙拜祭之后， 

           在会宁总坟拜祭先贤完成春祭庆典。晚上 7点假齐家发酒楼举办第

           68周年会庆，春祭暨颁发会员子女小学奖励金联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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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3.04.2017：晚上 7点，马登巴冷会宁同乡会举办周年会庆暨春祭联欢晚宴，由 

           会长曾志良带领 10位理事及乡亲出席。 

(9) 24-26.06.2017：古晋会宁同乡会举办全砂会宁嘉年华会，会长曾志良带领 4位 

                 理事出席。 

(10) 26.08.2017：金宝会宁同乡会举办庆祝 66周年会庆，孝亲敬老，颁发会员子女 

           学业成绩优良奖励金暨考获大专学位荣衔联欢晚宴，由会长曾志良

           带领带领 10位理事出席。 

(11) 10.09.2017：晚上 7点，巴占会宁同乡会举办周年会庆暨秋祭联欢晚宴，会长曾 

           志良带领 5位理事及乡亲出席. 

(12) 15-20.09.2017：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举办香港，中国亲善交流商务考察团，由会 

                长曾志良，陈文光参加。 

(13) 01.10.2017：晚上，马登巴冷会宁同乡会举办秋祭晚宴，由会长曾志良带领 9位 

           理事出席。 

(14) 07.10.2017：晚上 7点 30分，在会所礼堂举办中秋歌唱联欢晚会，准备自助餐 

           招待大家。当晚大约有 100位乡亲出席这项活动。 

(15) 08.10.2017：早上 9点，在会所礼堂开始秋祭仪式，前往佛爷庙拜祭，最后在会 

           宁总坟拜祭先贤完成秋祭庆典。 

(16) 28.10.2017：晚上 7点，万里望会宁同乡会举办会庆暨文氏贞仙千秋宝诞平安宴， 

           由会长曾志良带领 10位理事及乡亲出席。 

(17) 29.10.2017：晚上 7点，霹雳会宁公会庆祝 93周年会庆，由会长曾志良带领 10 

           位理事及乡亲出席。 

(18) 12.11.2017：中午 12点，雪隆会宁公会庆祝 94周年会庆，由陈文光，王威龙和 

           陈国祥代表出席。 

(19) 12.11.2017：傍晚 6点，由覃小健副调研员带领肇庆市侨务访问团到会宁总会拜 

           访及交流。由会长曾志良，丁永康，王威龙，陈文光和陈国祥代表 

           出席。 

 

 

C. 会员人数：1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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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会甯同乡会 

 

A. 2017至 2018年度第 30届理事会职员名表 

  名誉会长 ：伍智才、邓亚发、李发华、谢荣全、丁国伟、李国鸣、李亚仔、 

    梁志明、李锡荣、拿督萧国根 DPMP AMP JP PMP、吴刚堂 AMN。 

  会务顾问 ：雷金桦、周好明。 

  义务法律顾问：梁主光律师 

  会长 ：杨锦波 

  署理会长 ：陈契昌   副会长 ：谢桂智 

  总务 ：莫如珊       副总务 ：杨锦章           

  财政 ：杨志勤    交际 ：乡炳林            

  调查 ：罗水秀      中西文书 ：丁绍雄      

  查数 ：李德原   副查数 ：陈富坤       

  教育小组 ：丁绍雄 

  理事 ：莫如光、张莲娣、黎金玲、陈玉萍、陈莲爱、余金凤、陈瑞凤、 

    宋宝琴、杨志强、冼伙荣。 

  康乐小组 ：谢桂智、莫如珊、丁绍雄、陈富坤、莫如光、张莲娣、黎金玲、 

                 陈玉萍、陈莲爱、余金凤、陈瑞凤、宋宝琴、冼伙荣、杨志勤、 

      杨志强、李德原。 

  妇女组 ：张莲娣、黎金玲、余金凤、陈玉萍、陈莲爱、宋宝琴、陈瑞凤。  

 

金宝圣佛庙 

2017至 2018年成立筹备新委员会职员名表 

  顾问  ：伍智才、邓亚发、李发华、谢荣全、丁国伟、李国鸣、李亚仔、 

                 梁志明、李锡荣、吴刚堂 AMN、雷金桦、广昌和酒庄大宝号。  

 义务法律顾问：梁主光律师 

 主席  ：陈契昌    副主席 ：莫如珊、张莲娣。 

 总务  ：谢桂智   财政  ：杨锦波 

 交际  ：陈瑞凤、丁绍雄。  福利  ：陈莲爱     

 查数  ：杨志勤、莫泰满。           

 理事  ：莫如光、乡炳林、洪秀娣、余金凤、杨锦章、戴玉娟、陈富坤、 

      李德原、杨志强、黎金玲、陈玉萍、宋宝琴、冼伙荣、罗水秀、 

                            周玉清、黄锦刚。。 

 

B. 会务报告 

（1） 06-11-2016：出席霹雳会宁公会庆祝 92 周年，青年团 23 周年、妇女组 9 周年，

庆贺职会员荣膺勋衔暨颁发总会中学奖励金联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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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11-2016：出席征求赞助星洲日报与金宝公立华小筹委会所联办的“我爱百年公

立情义嘉年华”。 

（3） 20-11-2016：出席霹雳红毛丹达才国民型华文小学征求捐助达才 105 周年校庆暨

感恩晚宴经费及筹募学校发展基金。 

（4） 20-11-2016：出席在怡保会宁总会与中国四会交流会。 

（5） 03-12-2016：在怡保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第 22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6） 15-12-2016：会长李锡荣夫妇出席肇庆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出席肇庆市侨联 8 届 2

次全委会会议。 

（7） 18-12-16 金宝会宁同乡会、圣佛庙出席金宝德教会振辰阁庆祝观世音师尊宝诞暨

创阁及赠医施药部 34周年纪念，三庆大典。 

（8） 18-12-2016：出席金宝南番顺会馆庆祝成立 83 周年，青年团 33 周年及妇女组 13

周年纪念。 

（9） 29-12-2016：出席“12乡会同欢共乐庆中秋” 工委会结束会议。     

（10）07-01-2017：本会召开第 29届 2015/2016第 4次理事会议。 

（11）17-01-2017：出席金宝古庙华人联合会 2015-2018年度执行委员会议 2/16。 

（12）01-02-2017：出席督亚冷会宁同乡会新春团拜。 

（13）05-02-2017：全体理事及 12乡团，热心人士出席正月初九日庆祝阮公圣佛诞。 

（14）11-02-2017：本会与圣佛庙代表出席马华公会霹雳金宝区会新春大团拜。 

（15）19-02-2017：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新春大团拜。 

（16）28-02-2017：出席金宝古庙华人联合会 2017年会员大会。 

（17）09-03-2017：本会召开第 29届 2015/2016常年会员大会会议。 

（18）05-04-2017：出席督亚冷会宁同乡会春祭晚宴。 

（19）08-04-2017：全体理事，会员出席举行春祭拜祭先贤及第 30 届 2017/2018 年度新

理事宣誓就职典礼。 

（20）09-04-2017：出席霹雳务边会宁同乡会庆祝 68周年会庆暨春祭联欢晚宴。 

（21）15-04-2017：金宝圣佛庙出席金宝济公仙师庙庆祝千秋宝诞联欢晚宴。 

（22）19-04-2017：出席金宝增龙会馆举办春祭联欢晚宴。 

（23）23-04-2017：出席马登巴冷会宁同乡会庆祝春祭晚宴。 

（24）13-05-2017：出席金宝海南会馆庆祝 79周年会庆联欢晚宴。 

（25）14-05-2017：出席金宝福建公会庆祝会庆联欢晚宴。 

（26）20-05-2017：本会与圣佛庙出席金宝太极健身体育会庆祝成立 31周年纪念联欢。 

（27）11-06-2017：本会召开第 30届 2017/2018第 1次理事会议。 

（28）17-06-2017：本会与金宝圣佛庙出席金宝培元独中筹建学生宿舍综合大楼晚宴。 

（29）19-06-2017：金宝圣佛庙成立筹备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30）25-06-2017：出席双溪古月应新华文小学家长与教师协会举办征求赞助 2017 年应

新小学《爱。启航》爱心义卖会-筹募家教协会活动基金。 

（31）24 至 26-06-2017：古晋会宁同乡会主办第 11 届（2017 年）全砂会宁嘉年华会及

庆祝公会成立 15周年庆典晚宴及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第 22届第 3次理事会议通告。 

（32）06-07-2017：出席金宝建筑工会庆祝鲁班先师宝旦暨 66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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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9-07-2017：本会召开本届 2017/2018第 30届第 2次理事会议。 

（34）29-07-2017：出席金宝梅江公会庆祝 114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35）06-08-2017：出席金宝古冈州会馆庆祝 95 周年会庆暨庆贺庆贺会员荣膺勋衔、会

员子女考获大专学位荣衔联欢晚宴。 

（36）08-08-2017：出席金宝古庙华人联合会 2015-2018年度执行委员会议 1/17。 

（37）13-08-2017：出席金宝民主行动党克兰芝支部筹备大选基金晚宴。 

（38）26-08-2017：本会全体理事，会员出席举行秋祭拜祭先贤及 66 周年会庆暨会员孝

亲敬老及颁发会员子女学业成绩优良奖励金和考获大专学位荣衔联欢晚宴。 

（39）30-08-2017：出席金宝清英莲花会馆 62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40）09-09-2017：出席万邦刁湾清英连花同乡会晚宴。 

（41）09-09-2017：出席金宝留台同学会 45周年纪念晚宴。 

（42）10-09-2017：金宝圣佛庙出席沙叻秀阮梁公圣佛庙庆祝 130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43）10-09-2017：出席怡保巴占会宁同乡会 14 周年纪念暨颁发会员子女奖励金及秋祭

联欢晚宴。 

（44）10-09-2017：出席霹雳燕业公会晚宴。 

（45）16-09-2017：出席金宝广西会馆 88周年纪念晚宴。 

（46）17-09-2017：出席金宝南番顺会馆庆祝成立 84 周年，青年团 34 周年及妇女组 14

周年纪念。 

（47）27-09-2017：出席金宝一个马来西亚协会，金宝流动小贩公会及金宝拉曼大学专

才枢纽计划一同联办金宝新街场中秋联欢盛会。 

（48）01-10-2017：出席马登巴冷会宁同乡会庆祝秋祭晚会。 

（49）07-1020-17 出席近打区各乡团联办感恩有你-拿督斯里阿末胡斯尼感恩宴在深斋独

立中学大礼堂。 

（50）14-10-2017出席金宝近打东安会馆 90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51）21-10-2017 出席星洲日报及海鸥基金联办、金宝公立华小协办爱华教义演为金宝

公立华小筹款晚宴。 

（52）22-10-2017：出席九洞圣佛庙信徒会千秋宝诞晚宴。 

（53）28-10-2017：出席怡保万里望会宁同乡会及阮梁圣佛古庙晚宴。 

（54）29-10-2017：出席霹雳会宁公会庆祝 93周年、青年团 24周年、妇女组 10周年纪

念暨颁发总会中学奖励金联欢晚宴。 

（55）12-11-2017：出席雪隆会宁公会庆祝 94周年、青年团 28周年、妇女组 18周年纪

念联欢晚宴。 

（56）19-11-2017：本会及圣佛庙无出席金宝培元独中诚邀„培元 105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

联欢晚宴‟。 

 

C. 会员人数：1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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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省会宁同乡会 

 

A. 第 17届（2017-2018）理事    

     会长 ：江先柱 

     署理会长 ：江顺诗 

     副会长 ：梁永刚 

     秘书 ：江恩华     

     副秘书 ：江俐燕 

     财政 ：张志明     

     副财政 ：江国代 

     总务 ：江先祝     

     副总务 ：邵木新 

     福利 ：刘玉康     

     副福利 ：潘志祥 

     教育 ：刘水军     

     副教育 ：张火生 

     体育 ：叶子琴     

     副体育 ：江洁清 

     康乐 ：江先懋 

     宣传 ：江耐权 

     公关 ：黎海銘 

     青年团团长：江德祥 

     妇女组主任：江梅花 

     乐龄组组长：陈紹富 

     查账 ：谢水清 

 

B. 2017年度会务/活动报告     

(1) 砂房屋地方政府部部长拿督沈贵贤医生拨款 1万予本会     

日期：2016年 11月 19日时间：2:00PM地点：古晋砂人联党党所   

出席：江先柱        

         

(2)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会议        

日期：2016年 12月 2-4日，地点：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出席：江先柱、江恩华、梁永刚、江耐权、江德祥、刘仪龙、刘玉康、江梅花 。 

         

(3) 美里会宁同乡会改选        

日期：2017年 1月 8日，时间：9:00AM，地点：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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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江先柱、江顺诗、江恩华、梁永刚、刘水军、江耐权、江先懋、 叶子琴、

黎海銘、江先祝、张火生、潘志祥、张志明、江国代、邵木星、刘玉康、江洁清、

江梅花、江德祥、陈紹富。        

         

(4) 署理会长江顺诗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2日，时间：6:30PM，地点：江顺诗府   

出席：江先柱、江顺诗、江家伦、江恩华、梁永刚、江耐权、江德祥、 叶子琴、

黎海銘、江先祝。  

       

(5) 会长江先柱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4日，时间：5:00PM，地点：江先柱府   

出席：全体理事        

         

(6) 美里华总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2月 5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出席：江先柱、江顺诗、江家伦、江恩华、梁永刚、刘水军、江耐权、 叶子琴、

黎海銘、江先祝。        

         

(7) 理事黎海銘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10日，时间：6:00PM，地点：黎海铭府   

出席：江先柱、江顺诗、江家伦、江恩华、梁永刚、刘水军、江耐权、 叶子琴、

黎海銘、江先祝。 

        

(8) 民都鲁会宁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2月 12日，时间：6:30PM，地点：民都鲁世界餐廳大酒店  

出席：江先柱、江顺诗、江耐权、江德祥、江先懋、邵木星、黎海銘、刘仪龙、 

江树炎        

         

(9) 美里书法第一届就职典礼        

日期：2017年 2月 18日，时间：6:30PM，地点：东林谷   

出席：江先柱、江顺诗、江梅花、江先懋、张志明、江德祥、江耐权、 黎海銘、

王薇雲、邵欣雅、刘仪龙。        

         

(10) 美里华人社区领袖协会新春午宴        

      日期：2017年 2月 25日，时间：12:00PM， 地点：汉宫大酒店   

    出席：江先柱       

         

(11) 本会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3月 11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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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全体理事        

         

(12) 出席乐龄组前任福利江先洪丧礼        

      日期：2017年 3月 13日，时间：3:00PM，地点：江先洪府 

      出席：江顺诗、潘志祥、刘玉康、刘仪龙、江彩华。     

         

(13) 砂拉越会宁同乡会新届理事就职典礼兼午宴       

日期：2017年 4月 30日，时间：12:00PM，地点：KINGWOOD HOTEL   

    出席：江先柱、江顺诗、刘水军、江耐权、刘佩雯、刘仪龙。    

         

(14) 青年团、妇女组及觉醒联办《如何拥有全像式财富？》讲座会    

      日期：2017年 6月 22日，时间：7:00PM，地点：帝宫大酒店   

    出席：江先柱、江梅花、江顺诗、江德祥、刘仪龙、江日仙、江月仙、江恭仁、 

      江长鸿、黎俊纬。        

         

(15) 古晋会宁嘉年华        

    日期：2017年 6月 24-27日，日期：4天，地点：古晋   

    出席：江先柱、江顺诗、江耐权、叶子琴、江德祥、江洁清、陈紹富、江先祝、  

      张志明、邵欣雅、江梅花、刘仪龙、潘木金、黎海銘、王薇雲、梁馨甜、潘志祥、 

     江先懋。        

         

(16) 青年团主办《会宁家庭日》        

    日期：2017年 7月 23日，时间：8:00PM，地点：TANJUNG LOBANG海边  

     出席：江顺诗、江恩华、江德祥、刘佩雯、梁馨甜、江长鸿、潘木金、江彩华、 

     邵欣雅、刘素兰、江恭仁、江耐权、张志明、江先懋、梁永刚、刘玉康。 

     

(17) 金宝会宁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8月 26日，时间: 6:30PM，地点：金宝   

     出席：江顺诗、刘仪龙        

         

(18) 美里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代表大会        

   日期：2017年 9月 10日，时间：9:30AM，地点：帝宫大酒店   

   出席：江顺诗、江恩华、张志明        

         

(19) 出席本会名誉会长江明成丧礼        

   日期：2017年 9月 20日，时间：8:00AM，地点：LAJU公司   

   出席：全体理事  

     

(20) 美里客家公会主办《客系一家》中秋联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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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7年 9月 23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出席：江先柱、江德祥、张志明、黎海铭、潘志祥、杨美娥、王薇雲、刘素兰、 

      江恭仁、刘仪龙、黎俊纬、梁馨甜、江先祝。      

        

(21) 会宁中秋夜灯游 2.0        

   日期：2017年 9月 29日，时间：6:30P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理事。        

         

(22) 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30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理事        

         

(23) 民都鲁会宁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10月 8日，时间：6:30PM，地点：民都鲁   

   出席：江顺诗、黎海铭、刘仪龙、陈紹富、江德祥。    

    

(24) 黄老仙师千秋宝诞庆典        

   日期：2017年 10月 25日，时间：6:30PM， 地点：黄老仙师庙   

   出席：江先柱、黎海铭、王微云。        

         

(25) 雪隆会宁会庆        

   日期：2017年 11月 12日，时间：11:30AM，地点：隆雪华堂光前堂   

   出席：江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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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省会宁同乡会青年团 

 

A. 第 13届（2017-2018）团委     

团督 ：刘玉康 

团长 ：江德祥   

副团长 ：黎俊纬 

秘书 ：刘仪龙   

副秘书 ：廖佳运 

财政 ：刘佩雯   

副财政 ：陈传平 

总务 ：江恭仁   

副总务 ：黎俊陞 

文娱 ：叶奕含   

体育 ：江長鸿   

副体育 ：江树炎 

文教 ：江日仙   

副文教 ：梁馨甜 

团委 ：江德和、赖凤娇。 

 

B. 会务/活动报告          

(1)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会议        

日期：2016年 12月 2-4日，时间：三天，地点：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        

         

(2) 美里会宁同乡会改选        

日期：2017年 1月 8日，时间：9:00A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团委        

         

(3) 署理会长江顺诗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2日，时间：6:30PM， 地点：江顺诗府   

 出席：全体团委、叶子琴、黎海銘、江先祝。     

           

(4) 会长江先柱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4日，时间：5:00PM， 地点：江先柱府   

出席：全体团委        

         

(5) 理事黎海銘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10日，时间：6:00PM，地点：黎海铭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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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江德祥、黎俊纬。        

         

(6) 民都鲁会宁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2月 12日，时间：6:30PM，地点：民都鲁世界餐廳大酒店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江树炎。        

         

(7) 美里书法第一届就职典礼        

日期：2017年 2月 18日，时间：6:30PM，地点：东林谷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        

         

(8) 本会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3月 11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团委        

         

(9) 出席乐龄组前任福利江先洪丧礼        

日期：2017年 3月 13日，时间：3:00PM，地点：江先洪府   

出席：刘仪龙        

         

(10) 砂拉越会宁同乡会新届理事就职典礼兼午宴      

日期：2017年 4月 30日，时间：12:00PM ，地点：KINGWOOD HOTEL  

出席：刘佩雯、刘仪龙。        

         

(11) 青年团、妇女组及觉醒联办《如何拥有全像式财富？》讲座会    

日期：2017年 6月 22日，时间：7:00PM，地点：帝宫大酒店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江日仙、江月仙、江恭仁、江长鸿、黎俊纬 。 

      

(12) 古晋会宁嘉年华        

日期：2017年 6月 24-27日，日期：4天，地点：古晋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梁馨甜。        

         

(13) 青年团主办《会宁家庭日》        

日期：2017年 7月 23日，时间：8：00PM，地点：TANJUNG LOBANG海边 

出席：江德祥、刘佩雯、梁馨甜、江长鸿、江恭仁。    

          

(14) 美里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青年团代表大会       

日期：2017年 8月 20日，时间：9:00AM ，地点：贝园酒店   

出席：江德祥、黎俊纬、刘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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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宝会宁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8月 26日，时间: 6:30PM， 地点：金宝   

     出席：刘仪龙        

         

(16) 出席本会名誉会长江明成丧礼        

日期：2017年 9月 20日，时间：8:00AM，地点：LAJU公司   

出席：全体团委  

       

(17) 美里客家公会主办《客系一家》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23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黎俊纬、梁馨甜 。     

     

(18) 会宁中秋夜灯游 2.0  

日期：2017年 9月 29日，时间：6:30P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团委        

         

(19) 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30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团委        

         

(20) 民都鲁会宁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10月 8日，时间：6:30PM，地点：民都鲁   

出席：刘仪龙、江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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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省会宁同乡会妇女组 

 

A. 第 5届（2017-2018）执委    

主任 ：江梅花 

副主任 ：江洁清 

秘书 ：江俐燕 

副秘书 ：谢秀琦 

财政 ：邵欣雅 

副财政 ：王薇雲 

总务 ：梁镁音 

副总务 ：廖敏琴 

文教 ：潘木金 

副文教 ：江月仙 

康乐 ：江泽莉 

副康乐 ：余珍英 

福利 ：江彩华 

副福利 ：刘素兰 

公关 ：李佩佩 

副公关 ：江巧娟 

资讯 ：杨美娥 

副资讯 ：谢翠玉 

 

B. 会务/活动报告          

(1)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会议        

日期：2016年 12月 2-4日，时间：三天，地点：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出席：江梅花        

         

(2) 美里会宁同乡会改选 

日期：2017年 1月 8日，时间：9:00A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执委        

         

(3) 会长江先柱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4日，时间：5:00PM，地点：江先柱府  

出席：全体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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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里华总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2月 5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出席：江梅花        

         

(5) 美里书法第一届就职典礼        

     日期：2017年 2月 18日，时间：6:30PM，地点：东林谷   

出席：江梅花、王薇雲、邵欣雅。       

        

(6) 本会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3月 11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执委        

         

(7) 出席乐龄组前任福利江先洪丧礼       

日期：2017年 3月 13日，时间：3:00PM，地点：江先洪府   

出席：江彩华        

         

(8) 青年团、妇女组及觉醒联办《如何拥有全像式财富？》讲座会   

日期：2017年 6月 22日，时间：7:00PM，地点：帝宫大酒店   

出席：江梅花、江月仙。        

         

(9) 古晋会宁嘉年华 

日期：2017年 6月 24-27日，日期：4天，地点：古晋   

出席：江洁清、邵欣雅、江梅花、潘木金、王薇雲。   

            

(10) 青年团主办《会宁家庭日》        

日期：2017年 7月 23日，时间：8:00PM， 地点：TANJUNG LOBANG海边

出席：潘木金、江彩华、邵欣雅、刘素兰。     

   

(11) 美里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青年团代表大会 

日期：2017年 8月 20日，时间：9:00AM，地点：贝园酒店   

出席：江梅花、江洁清。        

         

(12) 出席本会名誉会长江明成丧礼        

日期：2017年 9月 20日，时间：8:00AM，地点：LAJU公司   

出席：全体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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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里客家公会主办《客系一家》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23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出席：杨美娥、王薇雲、刘素兰 。       

         

(14) 会宁中秋夜灯游 2.0        

日期：2017年 9月 29日，时间：6:30P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执委        

         

(15) 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30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执委        

         

(16) 黄老仙师千秋宝诞庆典        

日期：2017年 10月 25日，时间：6:30PM，地点：黄老仙师庙   

出席：王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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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省会宁同乡会青年团 

 

A. 第 13届（2017-2018）团委     

团督 ：刘玉康 

团长 ：江德祥  副团长 ：黎俊纬 

秘书 ：刘仪龙  副秘书 ：廖佳运 

财政 ：刘佩雯  副财政 ：陈传平 

总务 ：江恭仁  副总务 ：黎俊陞 

文娱 ：叶奕含   

体育 ：江長鸿  副体育 ：江树炎 

文教 ：江日仙  副文教 ：梁馨甜 

团委 ：江德和、赖凤娇。 

 

B. 会务/活动报告          

(1)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会议        

日期：2016年 12月 2-4日，时间：三天，地点：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        

         

(2) 美里会宁同乡会改选        

日期：2017年 1月 8日，时间：9:00A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团委  

         

(3) 署理会长江顺诗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2日，时间：6:30PM， 地点：江顺诗府   

          出席：全体团委、叶子琴、黎海銘、江先祝。     

           

(4) 会长江先柱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4日，时间：5:00PM， 地点：江先柱府 出席：全体团委 

       

         

(5) 理事黎海銘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10日，时间：6:00PM，地点：黎海铭府   

出席：江德祥、黎俊纬。        

         

(6) 民都鲁会宁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2月 12日，时间：6:30PM，地点：民都鲁世界餐廳大酒店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江树炎。        

         

(7) 美里书法第一届就职典礼        

日期：2017年 2月 18日，时间：6:30PM，地点：东林谷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        

         

(8) 本会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3月 11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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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出席乐龄组前任福利江先洪丧礼        

日期：2017年 3月 13日，时间：3:00PM，地点：江先洪府 出席：刘仪龙 

         

(10) 砂拉越会宁同乡会新届理事就职典礼兼午宴      

日期：2017年 4月 30日，时间：12:00PM ，地点：KINGWOOD HOTEL  

出席：刘佩雯、刘仪龙。        

         

(11) 青年团、妇女组及觉醒联办《如何拥有全像式财富？》讲座会    

日期：2017年 6月 22日，时间：7:00PM，地点：帝宫大酒店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江日仙、江月仙、江恭仁、江长鸿、黎俊纬 。 

      

(12) 古晋会宁嘉年华        

日期：2017年 6月 24-27日，日期：4天，地点：古晋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梁馨甜。        

         

(13) 青年团主办《会宁家庭日》        

日期：2017年 7月 23日，时间：8：00PM，地点：TANJUNG LOBANG海边 

出席：江德祥、刘佩雯、梁馨甜、江长鸿、江恭仁。    

          

(14) 美里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青年团代表大会       

日期：2017年 8月 20日，时间：9:00AM ，地点：贝园酒店   

出席：江德祥、黎俊纬、刘仪龙。        

        

(15) 金宝会宁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8月 26日，时间: 6:30PM， 地点：金宝 出席：刘仪龙 

       

(16) 出席本会名誉会长江明成丧礼        

日期：2017年 9月 20日，时间：8:00AM，地点：LAJU公司   

出席：全体团委  

       

(17) 美里客家公会主办《客系一家》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23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出席：江德祥、刘仪龙、黎俊纬、梁馨甜 。     

     

(18) 会宁中秋夜灯游 2.0  

日期：2017年 9月 29日，时间：6:30P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团委 

     

(19) 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30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团委        

         

(20) 民都鲁会宁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10月 8日，时间：6:30PM，地点：民都鲁   

出席：刘仪龙、江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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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省会宁同乡会妇女组 

 

A. 第 5届（2017-2018）执委    

主任 ：江梅花  副主任 ：江洁清 

秘书 ：江俐燕  副秘书 ：谢秀琦 

财政 ：邵欣雅  副财政 ：王薇雲 

总务 ：梁镁音  副总务 ：廖敏琴 

文教 ：潘木金  副文教 ：江月仙 

康乐 ：江泽莉  副康乐 ：余珍英 

福利 ：江彩华  副福利 ：刘素兰 

公关 ：李佩佩  副公关 ：江巧娟 

资讯 ：杨美娥 

副资讯 ：谢翠玉 

 

B. 会务/活动报告          

(1)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会议        

日期：2016年 12月 2-4日，时间：三天，地点：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出席：江梅花        

         

(2) 美里会宁同乡会改选 

日期：2017年 1月 8日，时间：9:00A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执委        

         

(3) 会长江先柱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4日，时间：5:00PM，地点：江先柱府  

出席：全体执委        

         

(4) 美里华总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2月 5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出席：江梅花        

         

(5) 美里书法第一届就职典礼        

     日期：2017年 2月 18日，时间：6:30PM，地点：东林谷   

出席：江梅花、王薇雲、邵欣雅。       

        

(6) 本会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3月 11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执委        

         

(7) 出席乐龄组前任福利江先洪丧礼       

日期：2017年 3月 13日，时间：3:00PM，地点：江先洪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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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江彩华        

         

(8) 青年团、妇女组及觉醒联办《如何拥有全像式财富？》讲座会   

日期：2017年 6月 22日，时间：7:00PM，地点：帝宫大酒店   

出席：江梅花、江月仙。        

         

(9) 古晋会宁嘉年华 

日期：2017年 6月 24-27日，日期：4天，地点：古晋   

出席：江洁清、邵欣雅、江梅花、潘木金、王薇雲。   

            

(10) 青年团主办《会宁家庭日》        

日期：2017年 7月 23日，时间：8:00PM， 地点：TANJUNG LOBANG海边

出席：潘木金、江彩华、邵欣雅、刘素兰。     

   

(11) 美里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青年团代表大会 

日期：2017年 8月 20日，时间：9:00AM，地点：贝园酒店   

出席：江梅花、江洁清。        

         

(12) 出席本会名誉会长江明成丧礼        

日期：2017年 9月 20日，时间：8:00AM，地点：LAJU公司   

出席：全体执委        

         

(13) 美里客家公会主办《客系一家》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23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出席：杨美娥、王薇雲、刘素兰 。       

         

(14) 会宁中秋夜灯游 2.0        

日期：2017年 9月 29日，时间：6:30P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执委        

         

(15) 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30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执委        

         

(16) 黄老仙师千秋宝诞庆典        

日期：2017年 10月 25日，时间：6:30PM，地点：黄老仙师庙   

出席：王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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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省会宁同乡会乐龄组 

 

A. 第 3届（2017-2018）委员    

主任 ：陈绍富  副主任 ：梁最茗 

秘书 ：江先洪  副秘书 ：江绍雄 

财政 ：江绍忠  副财政 ：梁保光 

总务 ：李锦锟  副总务 ：林守英 

康乐 ：余珍英 

福利 ：江南兴  副福利 ：江亚义 

教育 ：江寒娣  副教育 ：江金莲 

公关 ：梁玉珠  宣传 ：梁保金 

查账 ：廖荣芳 

 

B. 会务/活动报告          

(1) 美里会宁同乡会改选        

日期：2017年 1月 8日，时间：9:00A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组员 

         

(2) 会长江先柱新春开放门户        

日期：2017年 2月 4日，时间：5:00PM，地点：江先柱府 出席：全体组员 

         

(3) 本会新春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3月 11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组员
    

(4) 出席乐龄组前任福利江先洪丧礼        

日期：2017年 3月 13日，时间：3:00PM，地点：江先洪府  出席：陈紹富 

        

(5) 青年团、妇女组及觉醒联办《如何拥有全像式财富？》讲座会   

日期：2017年 6月 22日，时间：7:00PM，地点：帝宫大酒店 出席：陈紹富

   

(6) 古晋会宁嘉年华        

日期：2017年 6月 24-27日，日期：4天， 地点：古晋 出席：陈紹富  

         

(7) 出席本会名誉会长江明成丧礼        

日期：2017年 9月 20日，时间：8:00AM，地点：LAJU公司 出席：全体组员 

         

(8) 美里客家公会主办《客系一家》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23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出席：陈紹富 

 

(9) 会宁中秋夜灯游 2.0        

日期：2017年 9月 29日，时间：6:30PM，地点：会所 出席：全体组员 

     

(10) 中秋联欢晚宴  

日期：2017年 9月 30日时间：6:30PM，地点富丽华大酒店 

出席：全体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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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 

2017年度会务报告 

 

A. 第十一届（2016-2017）理事会职位 

      顾问 ：梁国华、江春伟、江先智、江玉期、江贤胜。 

      会长 ：杨昌华 

      署理会长 ：冯秋波 

      第一副会长：叶宗明 

      第二副会长：江华兴 

      秘书 ：冯廷波    

      副秘书 ：莫荣金 

      财政 ：莫仕聪    

   副财政 ：谢奕生 

      总务 ：邵宏辉    

   副总务 ：江南辉 

      福利 ：黄天宝    

   副福利 ：江先远 

      康乐 ：叶世庆    

   副康乐 ：刘文华 

      文教 ：陈秀飞    

   副文教 ：梁宝芬 

      宣传 ：冯玉波    

   副宣传 ：冯镜波 

      青年团团长：刘传聪 

      妇女组主任：潘翠英 

      乐龄组主任：谢瑞平 

 

B. 会务报告 

(1) 01.01.2017：本会理事出席两年一届《福德正神》游行活动。 

(2) 05.02.2017：本会理事出席拿督斯里张庆信太平局绅新春开放门户，假民事中心 

           举行。 

(3) 12.02.2017：本会主办《丁酉年新春联欢晚会兼会员子女卡拉 ok 歌唱选拔赛》， 

           假世界餐厅举行。 

(4) 26.02.2017：本会召开《会员大会》，假本会二楼礼堂举行。 

(5) 11.03.2017：本会一团 40人去美里参加美里会宁同乡会就职典礼。 

(6) 07.04.2017：本会参加民省中华商会主办就职典礼。 

(7) 19.04.2017：民省咖啡商主办《第 25届华总属下乐龄组交流会》。 

(8) 22.04.2017：本会理事参加民省余氏公会主办《如何亲子关系讲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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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05.2017：本会理事出席由民省潮州公会主办《第十一届理事会，第十届青年 

           团第十届妇女组及第八届乐龄组就职典礼》。 

(10) 20.05.2017：本会理事接待加帛广东公会一行 38人的到访，并在下午 3点举办 

           交流会。 

(11)  24-26.06.2017：本会共有 128同乡出席由古晋会宁同乡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全 

                 砂会宁嘉年华会。 

(12) 16.05.2017：本会共有 8位理事代表出席民都鲁乡团联合会的会员代表大会。 

(13) 26.9-1.10.2017：本会参与由民都鲁华总主办的中秋嘉年华美食节。 

(14) 30.09.2017：由本会会长杨昌华带领一行 10人出席美里会宁同乡会举办 《中秋 

          联欢晚会》。 

(15) 08.10.2017：本会主办《中秋联欢晚会兼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暨敬老会晚宴》。 

(16) 13.10.2017：出席由民省华总主催，由民省华总乐龄组所主办的《世界乐龄日兼 

           各属会男女歌唱赛>, 假世界餐厅举行。 

(17) 12.11.2017：本会会长，秘书及副财政出席雪隆会宁同乡会 94周年会庆午宴。 

 

 

C. 会员人数：3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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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青年团 

2017年度会务报告 

 

A. 第十一届（2016-2017）团委职位与联络表 

顾问名誉会长：谢水仁、杨昌华、冯秋波、甲必丹江小平、冯廷波、刘传友、 

          江先远、谢奕生。 

团长 ：刘传聪 

署理团长 ：冯志忠 

副团长 ：谢振福、叶兆仁、江德华。 

秘书 ：江卉晴    

副秘书 ：冯美莲 

财政 ：刘梅兰    

副财政 ：梁洪昌 

总务 ：江启强    

副总务 ：刘华强 

资讯 ：黎祥安    

副资讯 ：杨家荣 

福利 ：冯水养    

副福利 ：江泽新 

文教 ：谢凤玲    

副文教 ：江佩珍 

康乐 ：冯美花    

副康乐 ：江玘宸 

体育 ：江启顺    

副体育 ：江荣发 

宣传 ：梁少翡    

副宣传 ：冯吉祥 

 

B. 活动报告  

(1) 01.01.2017：本团参与母会出席两年一届《福德正神》游行活动。 

(2) 17.01.2017：本团召开青年团团员大会。 

(3) 05.02.2017：本团参与母会出席拿督斯里张庆信太平局绅新春开放门户，假民事中心举 

        行。 

(4) 12.02.2017：本团参与母会主办《丁酉年新春联欢晚会兼会员子女卡拉 ok 歌唱选拔赛》，  

            假世界餐厅举行。 

(5) 26.02.2017：本团参与母会召开《会员大会》，假本会二楼礼堂举行。 

(6) 6-9.03.2017：本团团长刘传聪参与华青团前往西马进行国会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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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4.04.2017：本团出席由华青团主办《355法令探讨及分享会》，假格美纳酒店举行。 

(8) 18.04.2017：本团出席由华青团与华总妇女组联办《陪孩子玩出记忆力》讲座会，假世 

       界餐厅举行。 

(9) 23.04.2017：团代表-团长刘传聪，冯志忠及江卉晴出席华青团代表大会。 

(10) 01.05.2017：本团参与妇女组举办《五一家庭日》，假 Tanjung Batu海边举行。 

(11) 20.05.2017：本团参与母会与加帛广东公会交流会，下午 3Pm假本会会所举行。其晚 

       宴，假世界餐厅举行。 

(12) 21.05.2017：儿童才艺培育班举办《七彩缤纷填色比赛》，假本会会所举行。 

(13) 24.06.2017：本团参与母会出席由古晋会宁同乡会主办《第十一届全砂会宁嘉年华会》。 

(14) 04.07.2017：本团出席由民都鲁咖啡酒餐商公会主办《会员联欢晚会暨颁发教育奖励金 

      晚宴》，假世界餐厅举行。 

(15) 04.08.2017：本团出席民都鲁乡团联合会青年团第二届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及选举新届 

       团委。本团有 4位代表：冯志忠（ 副团长）、刘梅兰（国文秘书）、江 

       卉晴（康乐）、谢振福（委员）假广东公会会所举行。 

(16) 13.08.2017：本团参与由华青团主催，福州公会青年团与妇女组联办《2017年双亲节 

     “爱的彩色”填色比赛，假 Paragon举行。 

(17) 26.09-01.10.2017：本团参与由民都鲁华总主办的中秋嘉年华美食节，地点在 Paragon. 

(18) 01.10.2017：本团出席由福建公会主办 《第十届民都鲁乡属龙风筝比赛》，假民都鲁旧 

                   机场举行。 

(19) 08.10.2017：本团参与母会主办《2017丁酉年中秋联欢会兼颁发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暨 

                              敬老会晚宴》，假豪华大酒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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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妇女组 

2017年度会务报告 

 

A. 第九届（2016-2017）妇女组执委名单： 

顾问 ：拿汀江瑞霞、黎秀琴。 

      主任 ：潘翠英 

      署理主任 ：江新妹 

      第一副主任：潘美蓉 

      第二副主任：江美珍 

      第三副主任：张玉仙 

      秘书 ：江玉眉   

      副秘书 ：陈秀飞 

      财政 ：江莲花   

   副财政 ：潘美光 

      总务 ：刘友芳   

   副总务 ：曾秋英 

      文教 ：梁慧珠   

   副文教 ：黎燕萍 

      康乐 ：江维香   

   副康乐 ：潘瑞菁 

      福利 ：沈秋香   

   副福利 ：何国玲 

      公关 ：潘小凤   

   副公关 ：潘美凤 

      委员 ：潘新娇、江先菊。 

 

 

B. 会务报告 

(1) 17/01/2017：本组召开第九届第一次组员大会。 

(2) 04/02/2017：出席会长杨昌华新春开放门户 

(3) 08/02/2017：出席顾问江玉期新春开放门户 

(4) 12/02/2017：本会假世界餐厅举行新春联欢晚会兼会员及会宁子女华语卡拉 OK选拔 

           赛。 

(5) 26/02/2017：本会召开第十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6) 11/03/2017：本组潘翠英、江新妹、潘美蓉、江美珍、张玉仙、江玉眉、陈秀飞、 

     江莲花、刘友芳、潘美光、曾秋英、何国玲、潘新娇一行 13人跟随理事 

         前往美里出席美里会宁同乡会新届理事、妇女组、青年团及乐龄组就职 

         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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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9/04/2017：本组与民省潮州公会妇女组进行交流。 地点： 本会会所 

(8) 01/05/2016：本组与青年团及乐龄组联办《五一家庭日》。 

(9) 24-26/06/2017：本组前往古晋参加《第 11届全砂会宁嘉年华会》兼古晋会宁庆祝公 

                会成立 15周年纪念。 

(10) 28/07/2017：参加《第三届全砂华总属下社团执委常识比赛-民都鲁区》。 

(11) 13/08/2017：参与由民省华青团所主催， 福州公会青年团 所主办的 《2017年双亲节 

           爱的彩色填色比赛》。 本组江美珍夺得公开组第三名。 

(12) 26/08/2017：参与民省全民大埽除 3.0活动 

(13) 30/09/2017：参与协助及见证由民省华总主办的中秋灯笼美食节，来西亚最长月饼记 

           录。 

(14) 01/10/2017：参与由民省华总所主催， 福建公会所主办的《第十届龙头风筝比赛》。 

(15) 08/10/2017：参与本会所主办的 2017年中秋联欢兼颁发江绍辉教育奖励金及敬老会晚 

           宴 

(16) 12/10/2017：出席由民省乡团联谊会主催，客家公会妇女组所主办的《科技养生及美 

           颜逆转》活动。 

(17) 13/10/2017：出席由民省华总主催， 民省华总乐龄组所主办的《世界乐龄日兼各属会 

           男女歌唱赛。 

(18) 12/11/2017：参加由民省潮州公会妇女组所主办的广属妇女组交流会假美宾茶室举行。 

(19) 03/12/2017：参与由民省潮州公会所主办的 2017年第四届广属理事会、青年团、妇女 

           组理事《本固鲁拿督蔡松平两年制总杯》华语卡拉 OK歌唱争霸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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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 

2017年度会务报告 

 

A. 2015-2016年（第九届）理事表 

      会长 ：黄辉松  

      副会长 ：陈志强 

      副会长 ：陈均财 

      总务 ：陈发祥   

      副总务 ：陈志添 

      财政 ：吴连湘   

      副财政 ：吴启明 

      文书 ：邱丽嫔 

      副文书 ：陈达祥 

      交际 ：黎金荣   

      副交际 ：莫亚明 

      文教 ：雷官明 

      福利 ：雷鸿清   

      副福利 ：李    昌 

      理事 ：黄锡金、黄雪铭、陈锦棠、宋兆强、黄志明、温玉萍、杨海琴、 

      叶凤珠、冯    妹。 

      查数 ：申贵田、赖金发。 

  

 

B. 会务报告（1/11/2016-15/11/2017） 

（1） 20/11/2016：出席雪隆会甯公会成立 93周年、青年团 27周年暨妇女组 17周年 

  纪念联欢午宴，宴设：吉隆坡冼都王岳海大礼堂。 

（2） 12/02/2017：本会新春团拜暨颁发小学和总会奖励金，同时会长黄辉松乡长也 

  分发红包给同乡，当天也设自助餐招待会场者。 

（3） 19/02/2017：出席总会 2017丁酉年新春大团拜。 

（4） 05/02/2017：出席金宝圣佛庙庆祝阮梁公圣佛爷千秋宝旦联欢晚宴。 

（5） 09/04/2017：出席务边会甯同乡会庆祝春祭联欢晚宴。 

（6） 23/04/2017：本会庆祝春祭联欢晚宴。 

（7） 30/04/2017：出席霹雳会甯公会家庭日。 

（8） 24-26/06/2017：出席古晋会宁同乡会主办第十五届全砂会宁嘉年华会暨创会 15 

      周年纪念一系列活动庆典。 

（9） 26/06/2017：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第 22届第 3次于古晋会宁同乡会礼堂召开 

  理事会议。  

（10）26/08/2017：出席金宝会甯同乡会庆祝成立 66周年会庆暨孝亲敬老及颁发会员 

            子女奖励金联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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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9/2017：出席巴占会甯同乡会庆祝成立 14周年纪念暨颁发会员子女奖励金 

  及秋祭联欢晚宴。 

（12）01/10/2017：本会庆祝成立 17周年纪念暨秋祭联欢晚宴，宴设：美罗太山老君 

  庙（周田秀冷气礼堂）。 

（13）28/10/2017：出席万里望会甯同乡会庆祝文氏贞仙千秋宝旦联欢晚宴。 

（14）29/10/2017：出席霹雳会甯公会庆祝成立 93周年纪念、青年团 24周年暨妇女 

  10周年纪念及颁发总会中学奖励金联欢晚宴。 

（15）12/11/2017：出席雪隆会甯公会庆祝成立 94周年纪念、青年团 28周年暨妇女 

  组 18周年纪念联欢午宴，宴设：隆雪华堂光前堂。 

（16）出席本埠华团和政党所举办的活动。 

 

  

 

C. 会员人数：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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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省会宁同乡会 

 

A. 第八届理事名表（2016 至 2017 年） 

 会长  ：梁明光 

 署理会长 ：江先和 

 副会长  ：江幼德 

 副会长兼青年团团长 ：江秋遐 

 副会长兼妇女组主任 ：梁洁兰 

 秘书  ：廖树文     

 副秘书  ：潘海伦 

 财政  ：陈作勇     

 副财政  ：潘锴华 

 总务    ：陈洁玉博士    

 副总务  ：江炽恩 

 文教  ：江雪凤     

 副文教  ：李秀枝 

 福利  ：江泽利     

 副福利  ：江修文 

 康乐  ：江新华     

 副康乐  ：谢春梅 

 交际  ：江华忠     

 副交际  ：陈美国 

 委员  ：江美霞、钟梅英。 

 查账  ：江云荷 

 

B. 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止，会员 171 人。  

 

C. 会务及活动报告（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 

（1） 11/11/2016： 

 本会会所会议厅命名江洋发会议厅并于当天早上为牌匾揭幕。 

 

（2） 2-3/12/2016： 

 本会有 12 位理事参与由马来西亚会宁总会，2016 年第 22 届第 1 次会员代表大会。 

 

（3） 25/12/2016： 

 本会于砂拉越会宁同乡会召开第二次第十一届全砂会宁嘉年华联席会议同时也参

 加美里会宁同乡会会长江先柱令尊和令堂假诗巫所设的寿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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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2017： 

 本会有 12 位理事参与砂拉越（古晋）嘉应同乡会庆祝敬老，母会成立 143 同年，

 青年团成立 36 周年及妇女组成立 11 周年庆晚宴。 

 

（5） 3/2/2017： 

 由古晋客家公会承办之丁酉年客家五属新春联欢晚宴；本会订席 15 桌。会长及秘

 书出席砂拉越客属公会主办之丁酉年《天穿日》晚宴。 

 

（6） 17/2/2017： 

 本会于会所主办丁酉年新春大团拜，当晚也有邀请年长者免费出席该晚宴。 

 

（7） 11/3/2017： 

 本会 8 位理事参与美里省会宁同乡会 2017 丁酉年新春联欢晚宴暨第十七届理事，

 第十三届青年团，第五届妇女组及第三届乐龄组就职典礼晚宴。 

 

（8） 11/6/2017： 

 本会代表会长梁明光，署理会长江先和及秘书廖树文出席华总第 19 届会员代表大

 会。 

 

（9） 24/6/2017： 

 本会主办第十一届全砂会宁嘉年华会欢迎宴及创会 15 周年庆晚宴。当晚主宾为拿

 督陈超耀律师。 

 

（10）25/6/2017： 

 本会主办第一届全砂会宁同乡嘉年华会开幕礼当天由我们的总会长胡贵华乡长为

 开幕礼的主宾，当天晚上主办嘉年华卡拉 OK 歌唱赛。 

 

（11）26/6/2017： 

 本会参与第 22 届全砂会宁总会理事会议地点于古晋会宁同乡会江洋发会议厅。 

 

（12）26/6/2017： 

 本会主办第十一届全砂会宁嘉年华会闭幕及颁奖礼晚宴。当晚主宾为石角区州立法

 议员兼地方政府与房屋部长 YB 拿督沈桂贤医生。 

 

（13）16/08/2017 

 会长受邀出席古晋潮州公会主办之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 83 周年纪念晚宴 

 

（14）24/09/2017 

 会长受邀出席砂拉越与三马拉汉省广东会馆新届理事，妇女组及青年团宣誓礼晚宴

 并受委为该会名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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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0/2017： 

 本会主办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晚宴地点与本会会所江洋发会议厅。当晚有 90 多位同

 乡出席。 

 

（16）8/10/2017： 

 本会代表由会长梁明光，署理会长，秘书长，财政及其他理事共 10 人出席民都鲁

 会宁同乡会举办的丁酉年中秋联欢晚会兼颁发江绍辉教育奖励金暨敬老会晚宴。 

（17）15/10/2017： 

 本会 12 人代表出席晋汉斯省大埔同乡会创会 97 周年，青年团 37 周年，妇女组 23

 周年，保生大帝圣诞千秋，第 38 届敬老晚宴。 

 

（18）21/10/2017： 

 本会 12 人代表代表砂拉越客属公会创会 83 周年暨敬老晚宴，青年团 36 周年，妇

 女组 34 周年晚宴。 

 

（19）4/11/2017： 

 本会会长梁明光及署理会长江先和参与出席由晋汉斯省大埔同乡会主办的电影欣

 赏会及客家人故事讲座会。 

 

 

（秘书：廖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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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省会宁同乡会青年团 

 

A. 2016 至 2017 年第六届青年团团委   

 团长 ：江秋遐    

 副团长 ：潘锴华 

 秘书 ：江美霞    

 副秘书 ：廖树文 

 财政 ：梁丽莎    

 副财政 ：江雪凤 

 总务 ：江庥文   

 交际 ：梁家杰 

 康乐 ：梁家伟   

 组委 ：江孝华 

 查账 ：江芸荷 

 

B. 活动报告 

（1） 2016-11-27 青年团参与由华青团与 teafm 联办大型竞跑活动 T RUN1.0。共有 18 人

参与此项目。本团副团长潘锴华获得 3km 第八名。 

地点： 皇冠大厦 

 

（2） 2016-12-03 青年团副秘书廖树文 出席参与全国会宁总会青年团常年大会。 

地点： 怡保总会会所 

 

（3） 2017-01-01 青年团团委出席由嘉应同乡会庆祝敬老，母会成立 143 周年，青年团成

36 周年， 妇女组成立 1 周年联欢晚宴。 

地点： 浮罗岸天阁底楼新天地餐厅 

 

（4） 2017-02-03 青年团团委出席由砂劳越客属公会联合客家五属公会主丁酉年新春联

欢晚宴。 

地点： 古晋中华第三小学校友楼大礼堂 

 

（5） 2017-02-10 古晋会宁同乡会联办新春大团拜聚餐会。 

地点：古晋会宁同乡会 江洋发会议厅 

 

（6） 2017-03-11 青年团副秘书廖树文出席由美里会宁同乡会所主办之 2017 年新春晚宴

暨第十七届理事，第十三届青年团，第五届妇女组及第三届乐龄组就职典礼。地点： 

美里富丽华大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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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7-03-11 青年团团委出席由美里会宁同乡会所主办之 2017 年新春晚宴暨第十七

届理事，第十三届青年团，第五届妇女组及第三届乐龄组就职典礼。 

地点： 美里富丽华大酒家 

 

（8） 2017-03-26 团长，副财政及三名家属参与由晋汉连省华青团第 17 届（2016-2019）

体育组主办体育嘉年华暨《VIVA 寻宝趣味赛》 

地点：VIVACITY MALL，成绩： 第九名 

 

（9） 2017-06-24 至 26 日 古晋会宁同乡会理事， 青年团及妇女组联办第十一届全砂

会宁嘉年华会暨欢庆公会成立 15 周年纪念。  

地点： 浮罗岸礼堂 

 

（10）2017-09-03 青年团参与由华青团与 teafm 联办大型竞跑活动 T RUN2.0。共有 15 人

参与此项目。 

地点： 皇冠大厦 

 

（11）2017-10-01 青年团主办中秋联欢晚会。 一共有九十多名同乡参与此晚会。 

地点： 古晋会宁同乡会江洋发会议厅 

 

（12）2017-10-08 青年团团委出席由民都鲁会宁同乡会主办的中秋联欢会兼颁发子女教

育奖励金暨敬老晚宴。 

 

（13）2017-10-15 青年团团委出席由大埔同乡会主办创会第 97周年会庆，青年团 37周年， 

妇女组 23 周年，第 38 届敬老会及保生大帝圣诞千秋之“五联庆”联欢晚宴。 

地点： 古晋中华第三校礼堂 

 

（14）2017-10-21 青年团团委出席由砂劳越客属公会庆祝成立 83 周年暨敬老晚宴。 

 地点： 古晋中华第三校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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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省会宁同乡会妇女组 

 

A. 2016 至 2017 年第三届妇女组组委名单 

 组任 ：梁洁兰   

 组任 ：莫帼晶 

 秘书 ：江秋遐 

 副秘书 ：江雪凤 

 财政 ：李秀枝 

 副财政 ：江美霞 

 文教 ：梁丽莎 

 康乐 ：黄月燕 

 组委 ：钟梅英、江肖英、沈枚以。 

 查账 ：冯玉玲 

 

B. 活动报告 

（1） 2016-12-03 妇女组组任梁洁兰和财政李秀枝 出席参与全国会宁总会妇女组常年大

会。 

  地点： 怡保总会会所 

 

（2） 2017-01-01 妇女组组员出席由嘉应同乡会庆祝敬老，母会成立 143 周年，青年团成

36 周年， 妇女组成立 1 周年联欢晚宴。 

  地点： 浮罗岸天阁底楼新天地餐厅 

 

（3） 2017-02-03 妇女组组员出席由砂劳越客属公会联合客家五属公会主丁酉年新春联

欢晚宴。 

  地点： 古晋中华第三小学校友楼大礼堂 

 

（4） 2017-02-10 古晋会宁同乡会联办新春大团拜聚餐会。 

  地点：古晋会宁同乡会 江洋发会议厅 

 

（5） 2017-03-11 妇女组组员出席由美里会宁同乡会所主办之 2017 年新春晚宴暨第十七

届理事，第十三届青年团，第五届妇女组及第三届乐龄组就职典礼。 

  地点： 美里富丽华大酒家 

 

（6） 2017-06-24 至 26 日 古晋会宁同乡会理事， 青年团及妇女组联办第十一届全砂

会宁嘉年华会暨欢庆公会成立 15 周年纪念。妇女组也在当晚义卖米香。 

  地点： 浮罗岸 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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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7-06-25马来西亚会宁总会妇女组主办，古晋会宁同乡会 妇女组联办“自我提升” 

座谈会。 

  地点： Conference room, Dorset Hotel 

 

（8） 2017-10-01 本会妇女组协办青年团主办中秋联欢晚会。  

  地点： 古晋会宁同乡会江洋发会议厅 

 

（9） 2017-10-08 妇女组组任梁洁兰与财政李秀枝出席由民都鲁会宁同乡会主办的中秋

联欢会兼颁发子女教育奖励金暨敬老晚宴  

 

（10）2017-10-15 本会妇女组出席由大埔同乡会主办创会第 97周年会庆，青年团 37周年， 

妇女组 23 周年，第 38 届敬老会及保生大帝圣诞千秋之“五联庆”联欢晚宴。 

  地点： 古晋中华第三校礼堂 

 

（11）2017-10-21 本会妇女组出席由砂劳越客属公会庆祝成立 83 周年暨敬老晚宴。 

  地点： 古晋中华第三校礼堂 

 

（12）2017-11-04 本会妇女组出席由砂劳越河婆同乡会妇女组主办“现代妇女的走向与展

望”讲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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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占会甯同乡会 

 

A. 2016-2017年度（第七届）理事表 

名誉会长  ：拿督张业荣、李源。 

顾问  ：拿督陈进明 DPMP PMP、黄启华。 

法律顾问  ：李国坤律师 

主席  ：邝荣进 

副主席  ：林建淇 PPT 

总务  ：谭瑞基 

副总务  ：黄启富 PPT 

财政  ：谭炳祥 

交际  ：林木坤、丁志光。 

查账  ：林建安、冯东强。 

福利主任  ：李亚妹 

副福利主任 ：林志成、陈德光、谭锦泉 PJK。 

理事  ：陈细针、李永汉、邓亚珠、郑振明、林亚仔、林天贵、 

  罗玉明、李炳权。 

     

B. 会务报告    

(1) 06-11-2016：全体理事出席霹雳会宁公会庆祝 92週年宴会。 

(2) 20-11-2016：主席邝永进、副总务黄启富、交际林木坤、查账冯东强代表出席雪隆 

       会宁公会庆祝 93週年午宴。 

(3) 23-12-2016：主席邝永进、副主席林建淇、副总务黄启富代表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 

      会召开 2016年（第 22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4) 16-01-2017：本会召开 2016年（第七届）第三次理事会议。 

(5) 05-02-2017：佛爷诞，全体理事出席在佛爷庙参神，晚上自由出席酬神宴会。 

(6) 08-02-2017：出席霹雳会宁公会主办新年新春团拜。 

(7) 14-02-2017：财政谭炳祥夫妇代表出席巴占南来洞酬神晚宴。 

(8) 18-02-2017：外交丁志光夫妇，林木坤，冯东强代表出席务边会宁同乡会新春团拜 

       自助餐会。 

(9) 19-02-2017：多位理事出席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主办新年新春大团拜 

(10) 08-03-2017：本会召开 2017年（第七届）第二次会员大会。  

(11) 09-04-2017：多位理事出席务边会宁同乡会春祭宴会。 

(12) 23-04-2017：外交丁志光夫妇、林木坤、陈德光及李炳权五位代表出席马登巴冷会 

        宁同乡会春祭宴会。 

(13) 26-04-2017：本会召开 2017年（第七届）第四次理事会议。 

(14) 30-04-2017：多位理事出席霹雳会宁公会家庭日。 

(15) 04-06-2017：雪隆会宁公会主办会宁华团杯保龄球邀请赛。（不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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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1-06-2017：本会副主席林建淇、霹雳会宁公会会长拿督张业荣、务边会宁会长 

                   曾志良、万里望署理会长王东昌、马登巴冷会宁总务陈发祥、霹雳 

        会宁副财政李瑞生、交际罗志强等人拜访泰国勿洞市会宁同乡，也 

        呼吁他们出席明年在香港举办的世界会宁联谊大会。 

(17) 24-06-2017：砂劳越古晋会宁同乡会轮值承办，全砂会宁嘉年华会欢迎晚宴。  

                 （不可出席） 

(18) 25-06-2017：全砂会宁嘉年华会开幕典礼及全国会宁青，妇女组召开团委会议及妇 

                   女组会议。（不克出席） 

(19) 26-06-2017：全国会宁总会召开第 22届（第 3次）理事会议及全砂会宁嘉年华会 

                      联欢晚宴。（不克出席） 

(20) 15-07-2017：本会李亚妹代表出席巴占德教会振明阁宴会。 

(21) 31-07-2017：本会召开 2017年（第七届）第五次理事会议。 

(22) 26-08-2017：本会多位理事出席金宝会宁同乡会举行週年纪念宴会，本会副主席林 

                   建淇代表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上台致词。 

(23) 26-08-2017：本会福利主任李亚妹代表出席巴占河婆同乡互助会秋祭宴会。 

(24) 10-09-2017：本会举行秋祭，早上全体理事集合于佛爷庙参神后，前往红毛丹新旧 

        义山拜祭先贤，晚上假座巴占乐园酒家设宴招待会员乡亲。 

(25) 15-09-2017：本会副主席随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一团 44位乡亲出席香港、广州、四 

                   会、广宁及肇庆拜访各地同乡会、侨联会、四会市人民政府、外事侨 

        务局进行交流及商务考察，得到各地乡亲们热情招待。 

(26) 01-10-2017：多位理事出席马登巴冷会宁同乡会秋祭宴会。 

(27) 09-10-2017：本会召开 2017年（第七届）第六次理事会议。 

(28) 22-10-2017：佛爷诞，全体理事出席在佛爷庙参神，晚上自由出席酬神宴会。 

(29) 28-10-2017：本会出席万里望文氏贞仙宝诞酬神宴会。 

(30) 29-10-2017：全体理事出席霹雳会宁公会庆祝 93週年宴会. 

 

 

 

C． 全年共召开 1次会员大会，4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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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梦会宁同乡会 

2017年会务报告 

 

A. 第二届（2017-2018）理事 

会长 ：江火麟 

署理会长：江浽瑂 

副会长 ：江先岳 

秘书 ：江汶駯   

副秘书 ：江和祥 

财政 ：谢全娣   

副财政 ：谢锡新 

总务 ：江沛新   

副总务 ：江亚妹 

公关 ：甲必丹曾观莲 

教育 ：邵常煌   

副教育 ：江启进 

康乐 ：江文杰   

副康乐 ：江小燕 

福利 ：李志平   

副福利 ：谢玉宵 

委员 ：冯志顺、江万福。 

 

 

B. 会务及活动报告 

(1) 本会在 2017年 2月 5日 （星期日） 傍晚 6时 30分 在江水桂礼堂举办丁酉年新

春联欢会，颁发第一届会员子女教育学优奖励金暨添丁红包。 

会员子女教育学优奖金赞助人为本会会长江火麟乡贤当晚出席晚宴的老少同乡

逾 200位，场面热闹温馨. 

 

(2) 本会会长江火麟与数位理事出席美里会宁同乡会在 2017年 3月 11日 举办的丁

酉年新春联欢会暨新届理事就职礼. 

 

(3)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东马巡迴拜访团在总会会长胡桂华的率领下于 2017年 5月 6

日 到访本会. 

会长江火麟在会上致词时表示热烈欢迎拜访团的到来，藉此互相交流，分享信

息，增进认识，透过交流会拉近东西马会宁同乡乡谊，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展

现会宁一家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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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会长胡桂华盼望本会成立青年团及妇女组来加强母会的力量，

该团首站为槟城到林梦已是第十六站了. 

林梦地方虽小 但人情味浓，是个舒适过生活的好地方，同时，他也感谢本会会

长江火麟的安排以及热情的招待。 

 

(4) 2017年 5月 1日 本会理事受邀出席林梦客家公会妇女组举办 「五一擂茶日，双

亲节暨全年组委庆生」晚会. 

 

(5) 本会会长红火麟在 2017年 6月 24日 - 26日 一连三天带领理事及参赛者前往古

晋会宁同乡会举办 2017年第十一届嘉年华活动. 

本会在宿将组歌唱赛何成富同乡夺得冠军，邵存芯小同乡在儿童组获得鼓励奖. 

 

(6) 2017年 9月 15 日 本会一行理事及会员参加由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举办中国，香

港亲善交流及商业考察团. 

 

(7) 本会 2017年 10月 8日 在会所江水桂礼堂举办丁酉年中秋节，颁发 2016年 马

来西亚会宁总会教育学优奖励金及本会会员子女教育学优奖励金共有 14位同学

获得，马来西亚会宁总会教育奖励金有 4位. 

本会会员子女教育学优金（第二届）赞助人为本会教育主任邵常煌同乡. 

 

 

C. 会员人数：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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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会甯会馆 

WOOI NING WOOI KOON 

145, Lebuh Muntri, 

10200 Pulau Pinang 

 

 

雪隆会甯公会 

PERSATUAN WUI LENG SEL. DAN K.L. 

8, 2
nd

 Floor, Jalan Panggong  

50000 Kuala Lumpur 

Tel: 03-2078 5500, Fax: 03-2026 9886 

E-mail:wuileng.assoc@gmail.com 

 

霹雳会甯公会 

WOOI NING KOONG WOOI PERAK 

13B-15B, Jalan Ho Lok Park, 

31650 Ipoh, Perak. 

Tel / Fax: 05-254 8759 

 

太平会甯会馆 

WUI NING WUI KUAN 

150, Dewan Raja Di Hilir, 

Pokok Assam, 34000 Taiping, Perak. 

Tel: 016-521 8534  

 

砂拉越会宁同乡会 

VUI NENG ASSOCIATION SARAWAK 

18, Long Bridge Road, Sibu, Sarawak. 

P.O.Box 1305, Sibu 96008 Sarawak. 

Tel/ Fax: 084-337 528 

 

万里望会甯同乡会 

WUI LENG BENEVOLENT ASSOCIATION 

MENGLEMBU 

259-260, Regrouping Area, 

31450 Menglembu, Perak. 
 

淡属文德甲会甯会馆 

WEE LENG ASSOCIATION 

14, Taman Zabidin, 

28400 Mentakab, Pahang. 
 

 

文冬会甯同乡会 

PERSATUAN WUI NENG 

60, Jalan Ah Peng, 

28700 Bentong, Pahang. 
 

务边会甯同乡会 

WOOI LING THONG HIAN WUI 

92 & 94, High Street, 

31600 Gopeng, Perak. 

 

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 

PERSATUAN WOOI LING BATANG PADANG 

15, Jalan Sisi Tokong, 

35500 Bidor, Perak. 

 

美里省会宁同乡会 

PERSATUAN VUI NENG BAHAGIAN MIRI,  

SARAWAK 

Lot 2107, 1
st
 Floor, Block 9 MCLD,  

Marina Square 1, Marina Parkcity,  

98000 Miri, Sarawak. 

E-mail: mirivuineng@gmail.com 

 

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 

PERSATUAN VUI NENG BAHAGIAN BINTULU, 

SARAWAK 

14, Jalan Durian Laut,  

Tanjung Batu Commercial Centre,  

97000 Bintulu, Sarawak. 

P.O.Box 3138, 97008 Bintulu, Sarawak. 
 

 

金宝会甯同乡会 

WOOI NING THOONG HEONG WOOI 

3, Jalan Bukit,  

31900 Kampar, Perak. 

Tel & Fax: 05-466 2433 

E-mail:kpr_twooining@yahoo.com 
 

 

古晋省会宁同乡会 

PERSATUAN VUI NENG BAHAGIAN KUCHING, 

SARAWAK 

Lot 9026, 3
rd

 Floor, Section 64,  

KTLD, King Centre,  

93300 Kuching, Sarawak. 

 

巴占会甯同乡会 

PERSATUAN WOOI NING KAWASAN 

BERCHAM, IPOH 

46A, Hala Tasek Timur 42, 

Anjung Bercham Utara, 

31400 Bercham, Ipoh, Perak. 

 

林梦会宁同乡会 

PERSATUAN VUI NENG LIMBANG, SARAWAK 

59. 2
nd

 Floor, Bank Street, 

P.O.Box 504,  

98700 Limbang, Sara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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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网站  

各属会登入总会网站之 用户名字（username）与密码（ password）  

网址：huiningmalaysia.org.my 

 

登入後台系统操作： 

1. 进入 http://huiningmalaysia.org/wp-admin 

2. 输入 用户名字 与 密码 

3. 点击“Log In” 

 

 属会 用户名字 

Username 

密码 

Password 

1 雪隆会甯公会 Yuhfeng 20269886 

2 万里望会甯同乡会 usr101 801717 

3 务边会甯同乡会 usr202 736113 

4 古晋会宁同乡会 usr303 918569 

5 霹雳会甯公会 usr304 211013 

6 太平会甯会馆 usr505 207006 

7 巴占会甯同乡会 usr606 125338 

8 文冬会甯同乡会 usr707 949743 

9 文德甲会甯会馆 usr808 286009 

10 槟城会甯会馆 usr909 555657 

11 民都鲁省会宁同乡会 usr1010 807523 

12 砂拉越会宁同乡会 usr1111 160555 

13 美里省会宁同乡会 usr1212 103515 

14 金宝会甯同乡会 usr1313 719427 

15 马登巴冷会甯同乡会 usr1618 810616 

16 林梦会宁同乡会 usr25 usr25333888999 

 

http://huiningmalaysia.org/wp-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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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第 23届（2018-2019）理事会选举细则 

 

1) 理事会之 29 名成员及职位，除了 2 名当然之副会长（青年团团长及妇女组主

任），2 名当然理事（青年团署理团长及妇女组署理主任）及 2 名由理事会所委

任的理事外，其余 23名包括各属会的当然代表及剩余的由会员代表大会选出。 

 

2) 初选理事  

理事会总人数  (章程条文 8（e）)              29人 

当然理事(代表)             16 人                                           

青年团团长及署理团长        2 人                  

妇女组主任及署理主任        2 人         

会长推荐理事会核准         2 人                   

                                      22人 

选任理事（当天大会选出）                        7 人  

 

选任理事可在代表大会之代表中选出票数最高者担任(章程条文 8 (m) (2) i ) 。 

   

3) 复选  

a) 理事会各职位（总计 29位）按章程由当然理事及选任理事中复选出当任。 

b) 为了方便推展会务，正秘书长可由刚选出的新会长推荐并由理事会通过。 

c) 若秘书长人选已是选任理事，秘书一职就由已选出的会长推荐这人为秘书；若

秘书长人选不是选任理事，秘书一职则是在复选后由会长推荐一名代表予以核

准担任之。  

4) 选举简则 

a) 提名竞选必须由一人提议，一人附议（章程条文 8（m）(2) iii）。 凡只有一

个提名者竟选一个职位，提名者就由选委会主席宣布当然获选（不劳而获）。 

b) 凡超过一个提名者竟选同一个职位时，该职位将由合格出席会员代表票选决

定。 

c) 每当有竞选时，简单多数票即获选（章程条文 8（m）(2) iii ）。 

d) …在表决时，每位出席的代表均有权投票 (章程条文 7 (g)) 。  

e) 在表决时，如遇到相同票数，大会主席有权投决定性的一票（章程条文

7(f)）。 

f) 选委会对选举程序的决定为最后的决定。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选举委员会谨启 

3/10/2017 



  *当然理事 16位（排名不分前后） 

 胡桂华 （文德甲） 

黎志平 （雪隆） 

 江先明 （砂拉越） 

 冯秋波 （民都鲁） 

 林建淇 PPT （巴占） 

 黄辉松 （马登巴冷） 

杨锦波 （金宝） 

黄永发 （太平） 

 江火麟 （林梦） 

 准拿督林国强（槟城） 

张来福 AMP（文冬） 

拿督廖志明 （霹雳） 

曾志良 （务边） 

梁明光 （古晋） 

江先柱 （美里） 

 -保留- （万里望） 

 

总团（委任） 

 团长： 

 署理团长： 

 

妇女组（委任） 

 主任： 

 署理主任： 

 

票选理事（7位） 

 （1） 

 （2） 

 （3） 

 （4） 

 （5） 

 （6） 

 （7） 

 

新届会长委任（2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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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会宁总会第 23届（2018-2019）选任（票选）理事名单 

 

 

文德甲会宁 

张永亮 

卢学伟 

 

雪隆会宁 

萧锡全 

薛友伟 

冼宝源 

程德梅 

谢国豪 

 

砂拉越会宁 

江先平 

谢志光 

江先福 

江志飞 

江凤英 

 

民都鲁会宁 

梁营政 

叶宗明 

江华兴 

 

巴占会宁 

邝永进 

黄启富 

 

马登巴冷会宁 

陈志强 

陈志添 

 

金宝会宁 

莫如珊 
 

太平会宁 

曾发 

吴英华 

 

万里望会宁 

王东昌 

黄华光 

 

槟城会宁 

准拿督梁祖德 

欧炳钊 

 

文冬会宁 

张廷陆 

冼玉华 

 

霹雳会宁 

谭锦基 

周万财 

 

务边会宁 

陈文光 

陈国祥 

 

古晋会宁 

廖树文 

陈作勇 

 

美里会宁 

江顺诗 

江恩华 

江梅花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   

第 23届（2018-2019）年度理事    

 

会        长： 

署理会长： 

副  会  长： 

副  会  长： 

副  会  长（团长- 委任） ： 

副  会  长（妇女组主任- 委任）： 

秘  书  长（新任会长- 委任）： 

副秘书长： 

正  财  政： 

副  财  政： 

正  文  教： 

副  文  教： 

正  福  利： 

副  福  利： 

正  联 络： 

副  联 络： 

正  调  查： 

副  调  查： 

理        事： 

（1）（署理团长 - 委任）     （6） 

（2）（妇女组副主任 - 委任）    （7） 

（3 ）        （8） 

（4）         （9） 

（5）         

 

查账（委任-2位）： 



 

 

 

 

 

 

 

 

 

 

 

 

馬來西亜會寧總會 
GABUNGAN PERSATUAN HUI NING, MALAYSIA 

THE FEDERATION OF HUI NING ASSOCIATIONS, MALAYSIA 
16A-3, PERSIARAN HO LOK PARK, 

TAMAN TAIPING,  

31650 IPOH PERAK 

website：www.huiningmalaysia.org 

E-mail：mal.huining@gmail.com 

http://www.huiningmalaysi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