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怡保三德校友会 

2012－2013 年度执监委员第 4 次会议记录  

日期：20-7-12 (星期五) 

时间：晚上八时 

地点：本会会议室 

 

主席：许圣杰 

记录：林美发 

出席者：   许圣杰    邢福泰    刘健文       廖寅强    梁 韦航    许伯池     

   王伟挺    孙德安    翟光强       雷荣昌    梁云财 

请假者：   卢国林, 陈德福, 陈惜源, 邱柏树, 刘健文, 王卿发 

议程： 

1. 会长许圣杰感谢各理事拨冗出席今晚第 4 次会议。 

            

2．复准前期会议记录：经各委员阅读后. 由雷荣昌提议，邢福泰附议，获得通过。 

 

3. 检讨前期议案：事项: 

                   5.2  ZAMANINDAH 尚欠电费 RM1964.50,本会将扣除所欠的电费,水费等费用才清还余

款. 

                        有关会所底层电费押底金是前租户 KEN AIR SDN BHD 所缴付.本会试联络 TNB 

       当局是否能转名于本会. 

 

                       

4. 报告事项： 

 

4.1  会务报告 

    29/6/12   颁发 6 月份中学清贫子弟辅助金 RM500.00 

 

    30/6/12   许圣杰，王伟挺, 邢福泰 ,廖寅强，王卿发，翟光强，陈德福，邱柏树， 

              孙德安,梁云财 出席母校小学的教师节晚宴.本会付席金 RM500.00 

 

     2/7/12 4 份 UOB 定期存款从 21/6/12 开始生效. 4 份 UOB 定期存款存单由会长收管. 

 

     13/7/12  ZAMAN INDAH EXPRESS  SDN BHD 交还会所底层钥匙.有关余款,本会查核后 

              才通知对方.黄家和律师没租借本会底层. 

 

     14/7/12   许圣杰，王伟挺 , 邢福泰,梁韦航,孙德安,出席母校中学 2011 年学术与 

               课外活动卓越表现颁奖仪式. 

 

     14/7/12   许圣杰，王伟挺, 邢福泰 ,廖寅强，雷荣昌，翟光强，刘健文，卢国林， 



               梁云财 出席 CONVENT GIRLS ALUMNI REUNION DINNER 晚宴.本会付席金  

               RM500.00.出席者席金每人 RM 50.00 . 

 

     20/7/12 许圣杰， 邢福泰 ,林美发出席母校小学梁承昌老师退休仪式. 

 

 

   

 

 

4.2  财政报告:  理事们查阅 6 月份财务报告, 众认无误,由下列理事提议及附议获得通过 . 

             廖寅强提议, 许伯池附议   

      

 

  

   

 5. 讨论事项： 

 

  5.1   本会学生奖励金事宜:     

   i)  奖励金简章已经修订过,因此不必修改. 

   ii) 通告内容包括庆祝中秋佳节,奖励金颁奖礼,颁发清贫子弟辅助金及本会 57 周年会庆. 

iii)奖励金申请截止日期为 31-8-12. 

iv) 近日内发函全体会员.   

 

   5.2  中秋节事宜: 

   i)  本会将于 6-8-12,下午 1.00 在利口福酒家举行新闻发布会.其内容包括庆祝中秋佳节,奖励金颁 

   奖 礼,颁发清贫子弟辅助金及 57 周年会庆. 

   ii) 29-9-12 下午开始布置礼堂椅子约 150 至 200 张.许伯池协助处理此项布置. 

iii)当晚节目---提灯笼游行及邀请母校中学华乐团前来助兴. 

iv) 恒辉书局报效 100 个小灯笼. 

v)  当晚 BUFFET 是 RM15/HEAD,人数约 150 人,并于晚上 7.00 开始. 

vi) 礼堂 BACKDROP 的主题是庆祝中秋佳节,奖励金颁奖礼,颁发清贫子弟辅助金及 57 周年会庆. 

   vii)本会将负责当晚表演者车马费及晚餐. 

 

      5.3  2012 会庆事宜: 

   i)  本会将于 2-11-2012,星期五,在利口福酒家举行 57 周年会庆. 

   ii) 会庆席金是 RM70.00.每桌菜单约 RM450.00. 

   iii)当晚将进行剪彩即亮灯仪式,以便筹款赞助本会活动基金.凡捐助 RM500.00 或以上人士将获参 

加亮灯仪式,并获 2 张嘉宾席卷;捐助 RM300.00 者,只获一张嘉宾席卷.会长希望理事们踊跃支持. 

   iv) 当晚受邀请嘉宾是政治秘书 HUSNI 和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李志亮学长.信函由雷荣昌和许伯池 

    协助准备. 



   v)  当晚工委会及理事们的衣着是本会的黄色中式制服. 

   Vi）本年度会庆工委会如下： 

 

   2012 会庆工委会: 

     大会主席   : 许圣杰 

    副主席  ：  王伟挺, 邢福泰 

     工委会主席 : 翟光强 

     副主席 : 廖寅强 

     票务      :  刘健文 

         票务（副）   ： 陈德福, 孙德安 

      节目    : 雷永昌 

  (副）  ：  王卿发，郑建达 

  场地    :  廖寅强 

 (副）  :  梁韦航 

 

 

 

i) 司仪    : 郑建达，胡函青 

ii) 布置    : 王卿发  

iii) 纪念品  : 翟光强 

iv) 摄影    : THOMAS 

v) 余兴节目: 雷永昌，王卿发，郑建达 

vi) 卡拉 ok  : 雷永昌，王卿发，郑建达 

宣传    :  全体理事 
 

      5.4   底层出租及第 2,4 层会所装修事宜: 

   i)  王卿发已经接洽一位欲开时装店的租户. 本会原定租金每月 RM2000.00,但由于租户要求每月   

     RM1800.00,所以大会议决下列 2 种租金:(1) 第一年租金是 RM1800.00,第二年 RM1900.00,而

第   

    三年是 RM2000.00 每个月.(2)签约 1 年,租金是 RM1800 每个月. 

 

.   ii) 装修小组即廖寅强, 陈德福, 雷荣昌和许伯池负责多接洽几个建筑商以获取 Quotations. 

iii)大会议决邀请政治秘书 HUSNI 出席会庆并要求拨款 RM100，000 作为本会第 2 及第 4 楼装修费。 

 

 

 

     其他: 

(i) 有关新纪元学院向本会筹款一事，大会议决根据往年做法。 



(ii) 许圣杰，邢福泰 ，廖寅强 ，梁 韦航，王伟挺 ，孙德安 ，雷荣昌 ， 王卿发，林美发 

出席母校小学梁承昌老师退休晚宴。 

(iii) 王伟挺 ，王卿发，翟光强，许伯池，郑建达，梁云财出席校友联 27 周年宴会 。      

（iv）  有关 STOBA  T-SHIRT，雷荣昌先清还 RM525.00 于母校中学家教协会，拿回全部 T-shirt 后 

    ，售卖其中 35 件即 RM525.00 填补。 

        （v） 本会多做几件本会中式制服给还没有制服的会庆工委会理事。 

 

 

 

 

散会时间: 10.25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