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怡保三德校友会 
2012－2013 年度执监委员第 16 次会议记录  

 
 

日期：29-10-13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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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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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假者：  卢国林     
 
 
议程： 
1. 会长许圣杰感谢各理事拨冗出席今晚第 16 次会议。 
            
2．复准前期会议记录：经各委员阅读后，第 16 次会议记录由王伟挺提议，廖寅强附议， 

   获得通过。 
 
3. 检讨前期议案：i）有关今年会庆赞助金，孙德安，刘健文，卢国林各赞助 RM2000.00(瓷相)，廖寅强赞助  
                     RM1000.00 
 
4. 报告事项： 
 

4.1  会务报告 
 

          
14/9  在本会理事们同心协力之下，2013 奖励金/辅助金颁发典礼暨欢庆中秋 

            顺利在母校中学礼堂顺利进行。 
 

29/9 三德、育才、圣母小学家教协会联办 2013 世界心脏日健康营于育才小学 
           李莱生礼堂.会长许圣杰先生，副会长邢福泰先生偕同几位理事出席上述 
           活动。 
 

06/10  马来西亚宗乡青霹雳分会/2013-2015 新届理事就职典礼 
 

24/11 霹雳校友联 28 周年会庆 
 
 
4.2  财政报告: 以书面提呈 2013 年 9 月份财务报告, 众认无误,由下列理事提议及附议获得 
               通过 

王卿发提议, 陈惜源附议 
  

  
 
 



 
5. 讨论事项： 
 
5.1  本年度会庆事宜： 
 
 i)    征求：截至 29-10-13，会庆赞助金如下： 

     

亮灯人士 :     
RM5,000.00  ：  1985 ReU : M.C.H. , L.K.P. , L.C. , W.S.H. , P.L.M. 

 

RM3,000.00  : 许伯池   1985 ReU : Y.F.K. 

 

RM2,500.0  ：  许圣杰 
 

RM2,000.00  : 王伟挺  翟光强  刘健文    王卿发  梁稦航 
    梁云财  孙德安    莫顺生     许俊杰  周贵伦 
             1985 ReU : L.C.W. , C.W.K. , L.K.L.， 刘兄弟（1997，1999，2000）  

RM1,500.00  :  Lee Swee Hoo  
 

RM1330.00  : Fong Ho Tong 
               

RM1,000.00  :   廖寅强    刘永山    罗忠圣    李锡勋    易沛鸿  

1985 ReU :S.L.P.  M.S.B.1988 Form 5  圣母校友会 

RM873.40  : 1985 ReU : Y.K.F.  

 
RM800.00  : Dr.Foong Yi Kwan COGA 

   

RM600.00  ：  许怡权 

   
RM505.00  : 1985 ReU : C.A.K.   

   

RM500.00  : 邢福泰  陈惜源    胡伟托  1985 ReU : C.S.H.  

 

RM360.00  :  LSK Enterprise   Goodys  Delight  Optimal Mining 
    Goodys Family Restaurant   Loh Chee Kee 

RM300.00  : 陈德福  邱柏树  郑建达   张国荣  李善至   刘忠清 

   : 林簪杰    吕剑儒    梁卓经    郑立慷     冯文刚   刘文汉 

怡保培南校友会         

赞助 :   
RM200.00  : 林渼发  庄庭亮  霹雳留台校友会 

      

RM100.00  : 马成贵   三德小学联谊会主席   霹雳女中及霹雳女小校友会 

    霹雳育才校友会     怡保中山校友会   江沙崇华校友会 

    和丰兴中校友会     实兆远革成校友会      九洞华小校友会  

霹雳深斋校友会       巴占校友会   

  赞助商   ： 长江国际有限公司 

 
 



  
 
 
 
ii)  瓷相  ：选择镶瓷相赞助者共 13 个人。 
iii) 背景海报 ：选择背景海报赞助者共 9 个人. 背景海报颜色已经加以修改。 
iv)  节目/音响 ：已安排妥当 
V）     宴会仪式 ：由王卿发拟定宴会仪式及另一份过程详细的仪式表。 
  亮灯仪式 : 由陈惜源及郑建达负责通知司仪，有关灯光管理人员，以便开幕仪式能顺利进行。 
  开幕仪式 ：亮灯人士及全体理事一起亮灯后，会长及工委会主席一起开幕。  
  敬酒仪式 ：会长，2 位校长及全体理事一起台上敬酒。 
     ：邢福泰负责放剪彩灯在 VIP 桌上。 
  切蛋糕仪式 ：切蛋糕仪式过后，便开始一起庆生（50,55，60，65 等）,然后拍照纪念。 
vi)  会庆嘉宾 ：本会将颁赠纪念品给 5 位校友：郭森祥，郑立慷，刘永山，梁卓经 及孔祥威。      
      其他嘉宾，请参考座位安排。 
vii） 票务  ：今年会庆筵开 64 席。（请参考详细座位安排） 
viii) 红酒,啤酒等：由邢福泰点算。宴会开始前，司仪会报告有关各类酒的售价。 
ix)  场地布置 ：下午 3 点，有关理事到现场帮忙。 
x)  纪念品  ：已经订购。颁发纪念品时用的礼盘由陈惜源负责。 
xi)  司仪  ：胡涵青今年不能帮忙，由郑建达独自担任。 
xii) 摄影  ：已经联络东方摄影。 
xiii) 报到处  ：林渼发，邱柏树负责写收条。梁稦航负责收钱/支票。请全体理事下午 6.00 到现场协助。 
xi)  座位引导 ：挂上加以放大的平面图在门口以方便来宾寻找座位。同时也准备理事预订座位名单。 
xii) 放映录相 ：由梁云财全权处理。 
 
  

6. 其他    
             

i） 林逸扬申请入会。秘书进一步联络对方。 
ii） 邢福泰，陈惜源，梁稦航及郑建达将出席母校中学毕业典礼 

   iii） 母校小学邀请会长，邢福泰，翟光强及王卿发出席 2013 小学毕业典礼。 
    
   
 
 
 
 

散会时间: 11.15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