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怡保三德校友会 

2012－2013 年度执监委员第 13 次会议记录  
 

日期：08-07-13 (星期一) 
时间：下午 8.00 
地点：本会会所 
 
主席：许圣杰 
记录：林渼发 
出席者：   许圣杰      王卿发    梁云财     许伯池     陈惜源     梁稦航      陈德福 

   翟光强       邱柏树    刘健文   邢福泰   王伟挺    孙德安 
列席者：  郑建达 

 
请假者：   廖寅强      卢国林       
 
议程： 
1. 会长许圣杰感谢各理事拨冗出席今晚第 13 次会议。 
            
2．复准前期会议记录：经各委员阅读后，第 12 次会议记录由邢福泰提议，王伟挺附议， 

   获得通过。 
 
3. 检讨前期议案：i）有关黄德文为儿子，黄加俊（就读中学 2E）向本会申请清贫子弟辅助金一事，本会已照会  

  对方，但对方没有反应。如对方有意，就要明年才申请。 
  

 ii）有关汤华昌会庆赞助金 RM3000.00 一事，将联络廖寅强作进一步了解。 
                                    
4. 报告事项： 
 

4.1  会务报告 
 

          
22/5  孙德安令岳母仙逝，节约来银 RM500.00.多位理事赴丧府吊唁。 

 
28/5  翟光强，许伯池，梁云财, 林渼发在本会网址上载 2012 度各种活动。 
 
15/6  许伯池出席在母校中学礼堂举行的 2013 年华乐团表演。 
 
18/6   本会中，小学董事代表理事出席董事会议礼。 
 
22/6  圣母校友会举办圣母嘉年华/75 创校庆典，多位理事出席该活动。 
 
24/6       富山东主谭栢源先生逝世，多位理事到治丧处吊唁。 
 
03/7  王伟挺出席母校中学合唱团联合澳洲学生合唱团演出。 
 
05/7  翟光强，梁云财与邢福泰出席母校中，小学教师节小组会议。 
 
06/7       多位理事出席母校中，小学 2013 年常年运动会。  
 
         
 



 
 

4.2  财政报告: 财政刘健文以书面提呈 2013 年 4，5 月份财务报告, 众认无误,由下列理事提议及附议获得 
               通过 

邢福泰提议, 王卿发附议 
  

 5. 讨论事项： 
 

  5.1   本年度会庆事宜 
  i)    本年度会庆将于 1.11.13（星期五），下午 7.30pm,在利口福大酒家举行. 

  ii)    本会将于 8 月 21 日，下午 1 时于新利口福大酒家举行记者招待会。 
     iii)  本年度宴会席金为 RM80.00，并预订 70 桌。  
     iv）  本会将邀请母校董事，中，小学家协成员及教师联谊会，校友联，各校友会出席宴会。并邀请 
           李志亮及 Mohan 校友，成为本届校庆座上嘉宾之一。 
  v)  为了使本届会庆更热闹，将广邀会长同届校友在会庆里同庆 50 岁生日，并致函邀请雪，隆三德 
            校友会参与盛会。 
     vi) 席券照旧以书签代替，并且有进行幸运抽奖。 
     vii)   今年将邀请金宝的一支歌舞团（已包括卡拉 OK）来助兴。 
  viii)  会庆红酒由王卿发负责，安排出菜次序则由孙德安负责。 
     ix）   本年度募捐方式为：a）在会所增设捐助者瓷相（只限校友）---凡捐助 RM2000.00 或以上 
          b) 在会庆背景海报 印上捐助者宝号/商标等，作为商业宣传— 
                      ---凡捐助 RM5000.00 或以上  （背景海报印上独个捐助者宝号/商标） 
                            ---凡捐助 RM2000.00 或以上  （背景海报印上一组捐助者宝号/商标） 
 
  x）  本年度会庆工委会如下： 
 
  大会主席  : 许圣杰   

副主席  : 王伟挺, 邢福泰    
工委会主席 : 许伯池 
副主席  : 陈德福，梁稦航，孙德安，卢国林 
节目   : 王卿发, (副）许伯池，陈惜源 
票务   : 刘健文,（副）廖寅强，翟光强 

 场地   : 邢福泰(副）邱柏树 
布置     : 陈惜源(副）梁云财 
纪念品   : 翟光强 
司仪      : 郑建达，胡涵青 
摄影      : 东方摄影 
执行秘书  : 林渼发  

 征求/宣传 : 全体理事 
 

 5.2  本年度中秋节/奖励金事宜： 
 

a） 本年度中秋节订于 14.9.2013（星期六），下午 7.30pm 在母校中学礼堂举行。 
b） 今年自由餐人数预订 200 人，每人 RM16.00。 
c） 今年由中学校长致词，秘书将尽早致函中学校长。 
d） 今年的余兴节目包括华乐表演，提灯游行，梁稦航报效 100 个灯笼。 
e） 今年将邀请母校中小学董事会，家协，教师联谊会出席，并为来宾们准备饮用水。 
f） 今年奖励金獎额照旧，学生领奖后留在台上，然后一起拍照。 

 
 

  
 
 



 
 
 
 5.3   本会网站事宜 
  A）本会网站小组上了几堂课后，便上载及更新本会执委以及本会各种活动相片，接下来将继续上载 
   本会其他资料。 
  B）翟光强建议梁云财担任本会网站主席，众无意义。 
 
  5.4 小学发展事宜 

i) 三德董事部基于母校小学邝夏校长不依从其指示，即拒绝把食堂管理权交给董事部，不依照指示把 
  礼堂讲台移至另一个地点，掌校不力，以及其他理由，致函教育局以便把邝夏调离三德小学。 
  经过讨论，理事们不赞同董事部此举，并一致支持邝夏校长继续掌校三德小学。理事们一起签名以  
    表示支持。 
ii) 三德董事部也指责本会连同小学校长，小学家协及小学旧董事一起对抗董事部。针对这无需有  
  的罪名，本会将致函有关当局以便誊清此事。 

   
6. 其他    
        A．本会 2 楼出租事宜 

i） 前副总务谭建发欲租本会 2 楼。租金为每月 RM700.00，租户需缴付 2 个月押底金及杂费
RM500.00 

ii） 出租合同暂定 1 年，第 2 年租金为 RM750。 
如果 2 楼装修费太高，本会建议与租户各出一半或提高每月租金。 
装修事务由装修小组，即许圣杰，许伯池，陈惜源及陈德福全权处理。 

   iii） 租户自己申请水，电表。 
    
   B．  本会 4 楼出租事宜 

    i）  母校中学 2 位老师欲租本会 4 楼作为宿舍。 
  ii） 租金是每人 RM200.00 每个月。租户需交 2 个月押底金。 
  iii） 租户先交 RM200.00 订金后，本会才开始进行增添 4 楼设备及申请电表。 
 

   C．  Penang Bishop 复函事宜 
     Penang Bishop 于 5 月 15 日复函本会，谢谢本会对母校的关心，并劝本会不必 
     插手有关学校发展事务。 
   D.  本年度母校教师节 
   i)     邢福泰和翟光强出席母校中小学教师节小组会议。 
           ii）  今年教师节订于 8 月 23 日在新利口福设宴庆祝，今年是由三德董事部主办。 
     为了尊师重道，今年将不会劳动老师做司仪或其他当天宴会事务，好让老师 

    轻轻松松过一个快乐的教师节。 
iii）  今年老师人数一共 280 人。每桌席金是 RM500.00. 
iv）  本会将订一桌席券（RM500.00）以表示支持。 
v）  中学负责筹募 50 桌，而小学负责筹募 20 桌。 

 
 
 
 

散会时间: 10.4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