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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第 45 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日期 ：2017 年 12 月 3 日 (星期日) 

時間 ：上午 10 時正 

地點 ：沙田火炭香港體育學院大樓地下演講廳 

出席    ： (名譽會長) 周一嶽醫生 

(會長)  馮馬潔嫻女士 

(副會長)  劉德華先生 

(主席)  林國基醫生 

(義務司庫) 林世英先生 

(總幹事)  林俊英先生 

(會員)  71 名 

 

臨時動議 

總幹事歡迎各位會員及嘉賓出席協會第 45 屆週年會員大會，並動議將議程七 – 選舉

執行委員會委員，延至議程九。動議獲會員鄺錦成先生和議，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下

一致通過。 

 

根據會章 12.2，今日出席會議的會員有 71 名，超過 30 名的法定人數，故會議視為有

效，並邀請會長主持會議及致歡迎辭。 

 

(議程一) 通過上屆(第 44 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1.1 會長感謝各位會員出席第 45 屆週年會員大會，上屆會議紀錄已於會前郵寄及上載

至協會網頁予各會員查閱，會長表示秘書處未有收到對會議紀錄的修改要求。李國

賢先生動議，林光前醫生和議，接納有關會議紀錄，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下通過。 

 

(議程二) 主席報告 

2.1 詳細主席報告已列印於 2016-2017 年報。會長邀請林國基醫生向會員簡略報告協會

過去一年會務： 

 

- 主席歡迎會長、副會長及各位會員出席第 45 屆週年會員大會。協會過去一年

繼續取得豐碩成果，除在里約熱內盧殘奧會獲得優異成績外，港隊去年一共參

與 21 項海外比賽，共取得 12 金 17 銀及 38 銅合共 67 面奬牌。 

 

- 在上月舉行的 IWAS 輪椅劍擊世界錦標賽及 BWF 殘疾人羽毛球世界錦標賽，港

隊分別取得 1 金 1 銀 1 銅及 1 金 2 銅佳績，主席謹代表協會恭賀各得奬運動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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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提升運動員表現，協會成立「運動員表現提升小組委員會」，為運動

員提供運動醫學和科學的支援，並加強級別鑑定和運動員反禁藥工作。 

 

- 會務方面，協會按照「2013-16 策略發展計劃」，從項目發展、青訓系統、協會

管治和公關策略四方面推動會務發展，提升管治水平。協會積極擴大發掘新秀

途徑，與香港天主教教區教育事務處合作，向所屬學校殘疾學生推介殘疾人運

動。同時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香港籃球總會支持下，開展了輪椅籃球活化計

劃，並被納入為 2017 年全港運動會的正式比賽項目，而第二屆輪椅籃球聯賽

亦於明年初再度舉行。 

 

- 去年協會獲政府邀請加入「香港殘疾人士體育發展」研究工作委員會，並向剛

於 12 月 1 日正式展開的「殘疾運動項目精英資助先導計劃」提供專業意見，

為有意投身全職訓練的殘疾運動員提供更充足的支援。 

 

- 對外方面，協會除參與國際殘疾人奧委會及亞洲殘疾人奧委會事務外，亦有不

少香港代表在不同的國際殘疾運動聯會中擔任職務。對內方面，協會致力改善

管治及行政效率。 

 

- 公關及市務方面，協會於 2016 年舉辦首屆香港殘奧日，同時成立「香港殘奧

之友」義工組織，至今已超過 180 人登記成為「殘奧之友」。「香港殘奧之友」

亦設立不同範疇的工作小組，當中包括：語文及攝影小組，讓義工們發揮專

長，與協會一起推動殘疾人運動，而第二屆香港殘奧日將於 2018 年 7 月 8 日

舉行。 

 

2.2 展望未來，協會面對不同的挑戰下，將繼續積極提升運動員訓練及比賽水平，為雅

加達 2018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和東京 2020 殘疾人奧運會作好準備。協會亦按「策略

發展計劃」建立可持續的青訓系統，擴大發掘新秀來源；有效及合理地運用有限資

源，提升各項目競技水平。 

 

2.3 主席衷心感謝會長、副會長及上屆執委會委員、秘書處同事及全體會員，在過去一

年的辛勞工作及支持。另亦再次感謝政府各有關部門，香港體育學院、渣打銀行、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各贊助商及義務工作人員，於過去一年對協會提供的協助，使

協會各項工作都能順利完成。 

 

2.4 主席預祝運動員於未來一年的各項國際賽事、印尼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以及於杜拜

舉行的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中成功取得驕人成績。 

 

2.5 會長感謝林主席及各執行委員過去一年的努力和貢獻。張偉良先生動議，鄺錦成先

生和議接納主席報告，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下通過。 

 

 



 3 

(議程三) 2016-17 年度核數師報告 

3.1 報告撮要刊載於協會2016-2017年報內。會長邀請義務司庫林世英先生簡報   

2016-2017年度核數師報告： 

 

- 協會在2016-17年度錄得55萬元虧損。截至2017年3月底，各項儲備基金累積總數

為1千5百多萬港元。概括而言，協會整體財政穩健，各項收支均控制在預算之

內。 

 

- 協會在2016-17年度錄得虧損，主要是協會大部份的存款為人民幣，並受人民

幣滙率下跌而出現滙兌損失。然而，隨著2017年下半年度人民幣滙率回升，預

期有關滙兌損失將大幅減少。 

 

- 協會去年總收入為 2千5百多萬港元，較2015-16年稍微增長9％。常規資助來源

主要是民政事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體育學院、社會福利署及公益金

等機構。捐款收益方面，主要來自每年渣打馬拉松的籌款活動，捐款與往年相

若。而協會籌劃的「齊撐殘奧精英」籌款活動，繼續獲得機構的大力支持，為

運動員的恆常訓練及推廣殘疾人士體育運動提供額外經費來源。 

 

- 投資收益方面，因市場環境不明朗，為審慎處理協會資產，主要投資在人民幣

定期存款上，期望賺取較高的利息回報，息率維持於3至4厘。 

 

- 協會去年總支出為 2千6百多萬港元，較往年增加12％。主要因為協會於2016-

17年度開展了兩個新項目：在2016年5月舉辦了首屆「香港殘奧日」，支出約

為80萬港元；另一個為「輪椅籃球活化計劃」，開支為30多萬港元。整體用於

運動項目的開支超過1千8百多萬港元，佔總開支70%。在行政及薪金開支上，

較往年增加8%，但佔整體開支仍屬低水平，主要是預期通賬、匯率損失等。 

 

- 在社會福利署整體撥款內有關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現累積有40多萬港

元，協會於來年都不會有任何運用此儲備的方案。總幹事將進一步講述有關事

宜。 

 

3.2 義務司庫多謝各會員和執委會各委員在任內對他的支持及信任，並感謝秘書處負責

財務工作的同事所付出的努力，並向為協會執行繁複賬目審計工作的謝維慶會計師

事務所致謝，特別是謝維慶先生對協會工作的支持及貢獻。 

 

3.3 梁浩然先生動議，梁禮賢醫生和議接納2016-17年度核數師報告，沒有會員反對和

棄權下通過。 

 

3.4 總幹事表示秘書處同事薪金支出，佔整體開支 15%。協會從社會福利署整筆撥款

津助所獲得資助，佔整體收入約 10%，大部份收入來自其他政府部門和贊助商支

持。就審計署指協會於社會福利署整筆撥款津助上未有盈餘，總幹事表示並非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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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財政上出現問題。協會目前各項儲備基金累積總數為 1 千 5 百多萬港元，主要

來自贊助及其他政府撥款的正常收入剩餘，當中並沒有儲備來自社會福利署。有關

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始自社會福利署施行整筆撥款津助時，向受資助員工提

供 6.8%的強積金供款，與協會劃一向員工提供政府所訂立的 5%強積金供款有別，

於是出現 40 多萬港元的公積金累積儲備。由於有關儲備只適用於受社會福利署資

助員工，協會至今未有計劃如何有效運用該儲備，並已將情況向社會福利署反映，

期望社會福利署對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作出檢討時，一併檢討該儲備的運用情況。 

 

(議程四) 會章修訂 

4.1 會長邀請總幹事主持議程四及議程五。 

 

4.2 總幹事表示為加強協會管治，並對會章和備忘錄內個別字眼作出更新和重新定義，

執行委員會於第 13 次執行委員會會議(11 月 7 日)，通過對會章提出修訂動議。為

簡化表決程序，總幹事動議將會章修訂歸類為三部份，會員對每部份修訂內容作整

體表決。梁浩然先生和議，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下通過。 

 

4.3 會章修訂內容已於會前郵寄及上載至協會網頁予會員查閱，修訂內容分為三部份： 

4.4.1 更改或修訂會章及備忘錄內個別文字 

備忘錄 原內容 修訂後 

3 Line 2 sensory visual 

Line 2 disabilities impair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juris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Line 2 encouraging and encouraging, motivating and 

Line 3 activities and activities and events 

Line 5 can shall 

3(a) Line 2 disability physical, visual and mental 

impairment 

3(b) Line 2 Paralympic Para 

Line 3 games competitions 

Line 4 disability physical, visual and mental 

impairment 

3(c) Line 2 disability physical, visual and mental 

impairment 

3(d) Line 1 Paralympic Para 

Line 3 multi-sports games competitions 

Line 5 Junior Games Junior Games and individual 

championships 

3(e) Line 1 disability physical, visual and mental 

impairment 

3(h) Line 3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World Anti Doping Agency 

and 

4 Line 2 established adopted 

4(f) Line 2 club or person club, organisation or person 

4(m) Line 4 club or company club, organisation or company 

4(n) Line 1 or clubs or organis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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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3 such associations or clubs. such organisations, 

associations or clubs. 

4(o) Line 2 club or company club, organisation or company 

5(e)ii Line 4 Hongkong Hong Kong 

    

會章 原內容 修訂後 

1.1 Line 24 Paralympic Athletes Para Athletes 

Line 24 Paralympic Sports Para Sports 

Line 31 Paralympic Sports Para Sports 

4.6 Line 1 special school general school 

Line 1 an institution an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clubs, and/or a group 

10.1(a) Line 1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Chairman 

10.1(c) Line 1 to elect the President, the 

Vice-President and the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t every 

alternat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o elect the President, for a 

term of 4 years 

10.1(e) Line 1 to appoint an Honorary 

Treasurer 

to appoint an Honorary 

Treasurer for a term of 4 years 

10.2 Line 1 At every alternat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Upon the conclusion of term of 

service of the Honorary 

Treasurer 

10.3 Line 2 of every alternat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erm of service 

12.1 Line 4 report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reports of the Chairman 

Line 5 Vice-President and Vice-Presidents, the Chairman, 

the Vice Chairman 

12.4 Line 1 absence the Vice-President absence one of the Vice-

Presidents in accordance of 

seniority in the position 

13.1 Line 1 its external affairs its non constitutional external 

affairs 

15.5 Line 1 all members of the Chairman, the Vice 

Chairman and members of 

Line 4 A retiring member A retiring Chairman, Vice 

Chairman and member 

22.2 Line 3 and the Secretary and/or the Secretary 

     

- 總幹事表示以上修訂只涉及個別文字修訂，對會章和備忘錄質實內容並無影

響。蔣德祥先生和議修訂以上內容，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下通過。 

 

4.4.2 會章及備忘錄條目修訂 

原排序 修訂後  

10.1(d) 10.1(f)  

10.1(e) 10.1(g)  

15.7 15.9  

15.8 15.10  

15.9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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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15.12  

15.11 15.13  

15.12 15.14  

- 總幹事表示因應修訂或新增會章內容，令會章條目排序亦需作出更新和修改。

伍澤連先生和議修訂以上內容，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下通過。 

 

4.4.3 新增及更改會章內容 

會章 新增或修訂內容 

1.1 Where appropriate words importing the singular number 

shall include the plural and words importing the feminine 

shall include the masculine and neuter and the converse shall 

also apply in each case, save where otherwise indicated by 

the sense of the Article. Hence, words importing one gender 

shall include all genders, and the singular includes the plural 

and vice versa. 

10.1(d) to elect the Vice Presidents for a term of 4 years. The number 

of Vice Presidents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according to requirements. 

10.1(e) to elect the Chairman, the Vice Chairman and Member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a term of 4 years 

15.6 The Honorary Treasurer shall be appoint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0.2. The head of the secretariat may be required 

to attend such part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s as 

shall be decided by the Chairman from time to time, but in 

any event shall not be eligible to vote on any matter. The 

Chairman, the Vice Chairman and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not run more than 2 consecutive terms, 

GIVEN THAT within these 2 consecutive terms, he remains 

in the same position. 

15.7 Starting from year of 2019, the term of office of Chairman 

and half nu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be re-elected after 4 years of their first term subject to Article 

15.6. 

15.8 Starting from year of 2019, the term of office of Vice-

Chairman and the other half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not be more than 2 years, but are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after 2 years of their first term subject to Article 

15.6. 

22.1 All cheques, promissory notes, drafts, bills of exchange, and 

other negotiable or transferable instruments, and all receipts 

for moneys paid to the Association, shall be signed, drawn, 

accepted, endorsed or otherwise executed, as the case may 

be, by at least 2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n 

such manner a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from time to 

time by resolution determine. If at any time of 2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re not available, then 1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head of the Secretariat shall 

be the authorized signatories. The head of the Secretariat 

shall be authorized to be one of the signatories under 

emergency circum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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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就新增及更改會章內容建議，作以下簡述： 

10.1(d)：會長及副會長任期由目前兩年改為四年，副會長委任人數亦規定由執

行委員會決定。 

10.1(e)：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和委員任期由目前兩年改為四年。 

15.6：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和委員設立連任期限，同一職位只能連任一

次。 

15.7：為確保新舊執委會工作交接暢順，實施新修訂會章首年，主席和半數執

委員成員任期為四年，之後全體執委會成員任期為四年。 

15.8：在實施新修訂會章首年，副主席和半數執委員成員任期為兩年，之後全

體執委會成員任期為四年。以上各項修訂均於 2019 年會員大會執行。 

22.1：總幹事可於兩名指定執行委員無法簽署支票的情況下，獲授權聯同一名

執行委員簽發支票，以應對緊急情況。 

- 在未有會員對各會章修訂作出提問下，梁浩然先生和議以上會章修訂，沒有會

員反對和棄權下通過。 

 

(議程五) 選舉會長 

5.1 總幹事表示執行委員會已於 11 月 7 日，第 13 屆執行委員會通過提名馮馬潔嫻女

士，出任協會 2017-19 年度會長。李國賢先生和議，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下一致通

過。 

 

(議程六) 選舉副會長 

6.1 總幹事表示執行委員會已於 11 月 7 日，第 13 屆執行委員會通過提名劉德華先生、

利子厚先生和余錦遠先生，出任協會 2017-19 年度副會長。鄺錦成先生和議，沒有

會員反對和棄權下一致通過。 

 

(議程七) 委任義務司庫 

7.1 會長表示執行委員會已於 11 月 7 日，第 13 屆執行委員會通過委任林世英先生，出

任協會 2017-19 年度義務司庫。伍澤連先生和議，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下一致通

過。 

 

(議程八) 委任核數師 

8.1 會長表示執行委員會已於 11 月 7 日，第 13 屆執行委員會通過委任謝維慶會計師事

務所，出任協會 2017-18 年度核數師。梁浩然先生和議，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下一

致通過。 

 

(議程九) 選舉執行委員會委員 

9.1 會長根據會章 15.1 本會執行委員會由一位主席、副主席、義務司庫及 8-10 位委員

組成。另如有空缺，執行委員會可邀請其他人士加入執行委員會。會長邀請總幹事

主持執行委員會委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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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總幹事表示凡符合投票資格的會員，於入場登記時已獲發一張選舉證，作為領取選

票之用。今次選舉將以不記名方式進行，選票上列出十一名候選人的名字，會員只

能從中選出最多十位的委員。若會員在選票內選出超過十位委員、於非指定位置填

上剔號或於選票填上留下任何識別文字、符號等，均會視作廢票。投票期間，會員

若需要更換新選票，請向在場人員示意，但不能自行塗改填錯地方，否則亦會視作

廢票。 

 

9.3 總幹事表示選舉將選出十位票數最高的候選人，如出現相同票數則會進行第二輪投

票，並動議邀請核數師謝維慶先生、義務司庫林世英先生及秘書處職員羅玉蘭女士

(非會員)負責監票。李國賢先生和議，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下通過。 

 

9.4 總幹事補充所有已填寫的選票將保留三個月，之後便會銷毀處理。秘書處於十一月

二十四日提名截止前，共收到 11位符合候選人資格的有效提名。總幹事向在場會

員介紹各候選人，包括：林國基醫生、林光前醫生、劉仲偉先生、梁浩然先生、梁

禮賢醫生、呂家祈先生、伍澤連先生、謝建菁女士、尹美玉女士、黃超華先生及胡

小玲女士。 

 

9.5 總幹事宣布投票開始，投票時間為十分鐘，在點票期間亦會進行 Kappa 2017 傑出

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 

 

9.6 總幹事在點票完成後向會員公布投票結果，並宣布 2017-19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名

單：  

 林國基醫生 (得票：64) – 當選 

 林光前醫生 (得票：54) – 當選 

 劉仲偉先生 (得票：37) – 當選 

 梁浩然先生 (得票：49) – 當選 

 梁禮賢醫生 (得票：49) – 當選 

 呂家祈先生 (得票：48) – 當選 

 伍澤連先生 (得票：59) – 當選 

 謝建菁女士 (得票：47) – 當選 

 尹美玉女士 (得票：36) 

 黃超華先生 (得票：55) – 當選 

 胡小玲女士 (得票：49) – 當選 

 

總投票數：65    有效票數：64 無效票數：1 

 

(議程十) 其他事項 

10.1 大會沒有其他議程，會長宣布大會於上午 12 時 09 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