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常年会员大会 
 

兹定于 4 月 22 日（星期日）, 中午 12 点假百胜楼天津馆，举行

常年会员大会。 

 

有意出席者，请在 4 月 15 日前，联络以下理事以便安排： 

 

陈荣照 – 90858606 (tan.engchaw@gmail.com) 

李志贤 – 97228390 （chsleech@nus.edu.sg）  

黄佟葆 – 91818526 （southseassociety@gmail.com） 

 

 

此致 

 

全体会友 

 

南洋学会秘书 黄佟葆 谨启 
                            2012 年 4 月 5 日 

                                    

           

大会议程 
 

                1. 会长致辞  

                 2. 复准 2011 年常年会员大会记录 

                 3. 2011 年度会务报告 

                 4. 通过财政报告 

  5. 其他事项 

6. 会后聚餐 

 

 

  
 



南洋学会国内会员名单 

（2012 年） 
 

  

 

 

1. 卞汇缤先生 

2. 蔡爱琳博士 

3. 蔡建文先生 

4. 蔡曙鹏博士 

5. 曾渊澄先生 

6. 陈蔼彥女士 

7. 陈传忠先生 

8. 陈德馨女士 

9. 陈钦模先生 

10. 陈荣照教授 

11. 陈思齐女士 

12. 陈松沾先生 

13. 陈天明先生 

14. 陈星南先生 

15. 陈岳波先生 

16. 成雪芬女士 

17. 崔贵强先生 

18. 高淑贞女士 

19. 辜美高博士 

20. 关瑞发先生 

21. 郭文龙先生 

22. 郭振羽教授 

23. 何舒敏小姐 

24. 何奕恺博士 

25. 何逸敏小姐 

26. 侯克华先生 

27. 黄慧怡小姐 

28. 黄坚立副教授 

29. 黄佟葆女士 

30. 黄贤强副教授 

31. 黄秀爱博士 

32. 赖启健博士 

33. 雷榎华博士 

34. 李秉萱博士 

35. 李德生先生 

36. 李金生先生 

37. 李庭辉博士 

38. 李小燕女士 

39. 李秀萍女士 

40. 李奕志先生 

41. 李永乐博士 

42. 李永清先生 

43. 李志贤副教授 

44. 利亮时博士 

45. 廖建裕教授 

46. 林得楠先生 

47. 林鸿图先生 

48. 林捷胜博士 

49. 林婉珍女士 

50. 林纬毅博士 

51. 林孝胜先生 

52. 林增如先生 

53. 刘宏教授 

54. 刘蕙霞博士 

55. 刘伟強先生 

56. 罗彩绵女士 

57. 呂振端博士 

58. 梅国強先生 

59. 梅月媚女士 

60. 南治国博士 

61. 区如柏女士 

62. 饒尚东博士 

63. 宋子谦先生 

64. 苏新鋈教授 

65. 谭尚志教授 

66. 王瑞賢先生 

67. 王永炳博士 

68. 魏维贤博士 

69. 魏月萍博士 

70. 吴庆辉先生 

71. 吴振强教授 

72. 谢枝嶙 博士 

73. 徐李颖博士 

74. 许玉麟博士 

75. 薛莉清女士 

76. 杨贵谊博士 

77. 叶钟铃先生 

78. 张桂珠女士 

79. 张慧梅博士 

80. 张兼嘉先生 

81. 张清江先生 

82. 张淑长博士 

83. 张松建博士 

84. 章星虹女士 

85. 钟临杰博士 

86. 周清海教授 

87. 周亚成副教授 

88. 朱金涛先生 

89. 庄钦永博士 

 

 

 

  



南洋学会理事选举通告  

 

我会2012-2014 年度理事 ,将根据章程第六章 ,以先提名候选人然后投票的

方法选举 ,现将提名表格奉上 ,  敬请会员填妥后 ,在2010年 4月17日之前 ,  邮寄下列

地址为感! 

2 Highgate Crescent 

Singapore 598783 

  南洋学会秘书处   谨启  

                   2012年4月5日  

 

……….…………………….请沿此线剪下…………….……………………… 

理事选举提名表格  

候选人姓名  被提名之候选人签署  

1.  
 
 

 

2.  

 

 

3.  

 

 

4.  

 

 

5.  

 

 

 

说明：  

1. 凡已注册的我会国内会员有权提名及被提名参加理事选举。  
2. 每一会员可以提名1- 5 名候选人。  
3. 必须征得被提名的候选人同意与签署。  
4. 秘书处负责整理理事候选人名单，以供投票之用。  
5. 理事人数为11 人 .  
6. 逾期送达之表格无效。  
 
 
 
提名人签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1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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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常年会员大会 

会议记录 

 
日期： 2011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 1:00-3:00 时 

地点： 膳苑酒楼， 国大教职员俱乐部底层  

主席：  陈荣照 

主持： 李志贤 

记录： 章星虹 

出席者:  陈荣照、李永乐、李志贤、何弈恺、梅国強、辜美高、章星虹、 

  吴庆辉、张慧梅、南治国、鲁    虎、薛莉清、邹    婧、陈传忠、 

                  郭崇江 

 

大会议程 ： 

 

一、会长致辞 

                会长陈荣照致辞，欢迎出席的会员。 

                会长总结去年的工作，认为学会在过去一年办成了数件事，成绩 

        不俗，包括： 

 （1）在副会长李志贤的主持下，学会成功举办“南洋学会 70 周年纪念 

                学术研讨会”； 

 （2）学会网站正式建立，学会感谢何奕恺的付出； 

 （3）《南洋学报》已通过出版社渠道，推向国际； 

 （4）学会计划出版《70 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长表示，学会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对学会工作，尤其是对“70

           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的支持。  

               其他会务详情，请查阅“2010 年度会务简报”。 

 

二、复准前期议案 

                众人细阅去年大会记录后，确认无讹。吴庆辉提议，李永乐附

议， 

        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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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0 年度会务报告 

         详见附件“2010 年度会务报告”。 

 

四、通过财政报告 

                何奕恺报告学会 2010 年的财政。截至 2010 年 12 月，学会帐目收 

        支盈余为 S$63,233.80，其中包括待付款项 

                众认无讹后，南治国提议，张慧梅附议，一致通过。 

 

五、其他事项： 

 （一）出版事宜： 

              1）主编李志贤报告《南洋学报》第 65 卷将于 2011 年 8 月出

版； 

  2）《70 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目前已届审阅阶段，争取 

        明年会员大会之前得以出版； 

  3）崔贵强先生的文集：明年论文集出版后，视学会经费而定； 

  4）吴庆辉建议：征得学会公众讲座主讲人同意，将其讲稿收入 

                        《学报》。 

 （二）学术讲座： 

  第一场：2011 年 5 月 29 日假国家图书馆举办 

                                  主讲人柯木林先生 

            第二场：2011 年 10 月 29 日；主讲人待定。 

 （三）学会网站：已更新照片、最新消息等； 

 （四）学会藏书：学会藏书地点居士林，因即将进行翻新计划，与学会 

                  商量藏书事宜。学会曾与宗乡总会、傅春安先生商讨藏书事宜不 

                  果。现居士林建议，翻新后五楼将成为图书馆，可辟一角摆放南 

                  洋学会藏书，有系统地开放给公众查阅。 

                  理事会将开会商讨是否接受居士林的建议。 

 

六、合照：出席会议的理事和会员合照。 

        

         

        会议结束时间：下午 3:.0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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