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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汾阳郭氏联合总会马来西亚汾阳郭氏联合总会马来西亚汾阳郭氏联合总会马来西亚汾阳郭氏联合总会 

 

第一届第三次第一届第三次第一届第三次第一届第三次（（（（2011 年年年年））））常年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常年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常年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常年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日期：21-8-2011 （星期日） 

开会时间：10.30am 

开会地点：太平 Flamington Hotel 会议厅  

No，1 Jalan Semanea Saman, 34000 Taiping,Perak.  

Tel: 05-820777 

会议主持：深渊              会议记录：素岑 

出席者: 

    团体会员团体会员团体会员团体会员    在属会的职位在属会的职位在属会的职位在属会的职位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主席 应茂 出席 

副主席 茂发 出席 

康乐主任 建仁 出席 
1 砂拉越汾阳郭氏公会 

秘书 昭汉 出席 

主席 深渊 出席 

总务 金荣 请假 

主席 瑞林 出席 
2 

马来西亚太平吡叻 

郭氏汾阳堂 

理事 景裕 出席 

主席 忠顺 出席 

副主席 楚发 出席 

总务 绍发 出席 
3 雪兰莪浮罗吉胆汾阳公会 

代表 克海 请假 

主席 拿督志泉 请假 

署理主席 顺荣 出席 

秘书 益锐 出席 
4 麻坡汾阳(郭氏)公会 

副主席 汉章 振成代表 

会长 拿督洙国 请假 

署理会长 明发 出席 

5 柔佛州峇株巴辖  

同安郭氏公会 

副会长 洙祥 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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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 良河 瑞典代表 

会长 文池 出席 

署理会长 建义 请假 

财政 志年 出席 
6 霹雳郭氏汾阳公会 

查账 华云 请假 

副总务 狄历 出席 

主席 荣生 出席 

副主席 廷锋 出席 
7 槟城郭氏汾阳堂 

总务 汶龙 出席 

总务 松桉 出席 

财政 德源 出席 

副财政 成文 出席 
8 

吉坡郭氏汾阳堂 

 

理事 斯来 出席 

会长 拿督雅民 出席 

顾问 木泉 出席 

交际 征锋 出席 
9 槟州威省郭氏汾阳堂 

理事 才华 出席 

主席 矩克 舒薇代表 

副主席 正祥 请假 

总务 清泉 请假 
10 

霹雳美罗永春南幢 

郭氏宗亲会 

副总务 自强 请假 

会务顾问 金斌 出席 

会长 义珍 出席 

秘书 永坚 出席 
11 诗巫汾阳郭氏公会 

财政 泳陞 出席 

主席 雅礼 出席 

理事 志坚 出席 

财政 福成 出席 
12 

雪兰莪汾阳郭氏 

宗亲会 

副主席 拿督洪究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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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团体会员团体会员团体会员团体会员    列席代表列席代表列席代表列席代表    

槟城郭氏汾阳堂 丽珠 

槟城郭氏汾阳堂 亚腰 

槟城郭氏汾阳堂 成福 

槟城郭氏汾阳堂 秋俊 

槟城郭氏汾阳堂 瑞平 

吉坡州郭氏汾阳堂 能安 

 

会议开始前，由于总会长准拿督盛隆因为身体不适，留院就医未克出

席主持会议，会众一致推举副总会长深渊担任大会议长代主持会议，

会议遂顺利召开. 

 

议程： 

 

3.1. 2010 年常年代表大会会议议案 

由雪兰莪汾阳郭氏宗亲会代表准拿督雅礼提议，砂拉越汾阳郭氏

公会代表应茂附议，无人反对，一致通过覆准. 

 

3.2. 接纳总务全年报告 

总务汶龙提呈书面报告，会议一致接纳. 

 

3.3. 接纳已稽查过的全年财政报告 

财政海强通过秘书处向大会提呈已稽查过的全年财政报告，会议

一致接纳. 

 

3.4. 选举 15 名新常务委员(每三年一次) 

大会议长深渊宣布本会 2008-2010（第一届）理事会任满解散，

会众经过一番提名与附议后，一致选出 2011-2013（第二届，任

期 2011 年 8 月至 2014 年 6 月）15 名常务委员担任理事会职务如

下： 

 

 

职位 名字 代表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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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长 应茂 砂拉越汾阳郭氏公会 

署理总会长 明发 柔佛州峇株巴辖同安郭氏公会 

副总会长 荣生 槟城郭氏汾阳堂 

副总会长 海强 吉坡州郭氏汾阳堂 

副总会长 拿督志泉 麻坡汾阳(郭氏)公会 

副总会长 文池 霹雳郭氏汾阳公会 

副总会长 准拿督雅礼 雪兰莪汾阳郭氏宗亲会 

总务 汶龙 槟城郭氏汾阳堂 

副总务 昭汉 砂拉越汾阳郭氏公会 

财政 深渊 马来西亚太平吡叻郭氏汾阳堂 

委员 拿督雅民 槟州威省郭氏汾阳堂 

委员 义珍 诗巫汾阳郭氏公会 

委员 忠顺 雪兰莪浮罗吉胆汾阳公会 

委员 矩克 霹雳美罗永春南幢郭氏宗亲会 

委员 木泉 槟州威省郭氏汾阳堂 

 

3.5. 委任一位查账（每三年一次） 

会议一致委任槟城郭氏汾阳堂代表廷锋担任本会 2011-2013 年度

第二届）查账一职. 

 

 

3.6. 讨论大会 5 天前所收到的提案 

无. 

 

 

会议结束于 11.30am，并感谢大会议长深渊主持会议,会议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