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 

由於現時疫情仍然反覆，因此諾富特酒店謂目前風險仍大，他們

更不能確保招待我們的員工沒有染疾，建議我們延期舉行聚餐。經執

委決議，把 11 月 28 日聚餐或延至明年 2 月 27 日新春聯歡。雖然這會

令大家很失望，但為各人身體著想，也不得不下此決定。萬分抱歉。 

惟 2019-2020 年度第十四次會員大會將提前舉行，詳情如後： 

日期：2020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 時－下午 2 時 

地點：沙田源順圍都會場宣道會 (會場內須配戴口罩及不得進食) 

人數：25 名 (若超越名額，抽籤決定；執委及關懷小組組長優先。) 

費用：全免。 

交通：如需復康巴士接送，請於報名時說明人數及上落車正確地點 

為免影響其他會友，請務必準時上車。 

若報名後未能出席或不用乘坐回程車者，請最少一星期前通知

職員，以待修訂行車路線，否則復康巴士公司將向協會徵收

罰款。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報名及查詢：組織幹事吳嘉慧小姐 2336 5639 / 6054 5344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 –下午 3:30) 

（備註：1. 附上當天會議議程。 

2. 請於本會網頁「活動通告」本通知書內查看上次會議紀錄。 

3. 屆時會有現場直播，網址稍後在 whatsapp 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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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腦萎縮症協會第十四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  期：2020 年 11 月 6 日         

時  間：上午 11 時  

地  點：沙田宣道會 

大會主持：顏維均, 陳嘉儀  

大會記錄：馮斌 

 

(一) 大會主持宣佈出席會員人數是否符合會章規定的開會人數 

(二) 通過今次會議議程   

(三) 主席致歡迎詞 

(四) 嘉賓致訓勉詞 

(五) 通過上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六) 報告事項：第十三屆執行委員會 2019-2020 年度會務報告  

(七) 議決事項：通過第十三屆執行委員會 2019-2020 年度會務報告 

(八) 報告事項：第十三屆執行委員會 2019-2020 年度財政報告  

(九) 議決事項：通過第十三屆執行委員會 2019-2020 年度財務報告 

(十) 合唱互勉歌曲「搖擺的奮鬥」 

(十一) 頒發感謝狀 

(十二) 其他事項 

 

 

 

 

 



 

 

香港小腦萎縮症協會 

第十三次會員大會暨第七屆執委會選舉會議紀錄 

 

日  期：2019 年 8 月 18 日 

時  間：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九龍灣啟德郵輪碼頭聯邦酒樓 

出席會員：（見附錄） 

大會主持：潘可欣、陳嘉儀 

大會記錄：梁翠華 

 

 

(一) 大會主席宣佈：依據本會會章規定，會員大會之法定人數為不少於會員人數二 

分之一,或者二十人，以二者較小者為準。現出席會員人數為 57 人，符合會章 

規定的開會人數。 

(二) 通過本會議議程 

  動議者：蕭輝章 

和議者：尹三洋 

大會主席宣佈：與會者一致通過本會議議程。 

(三) 本會主席何立明先生致歡迎詞 

(四) 香港復康會復康總監廖潔嫻女士致訓勉詞 

(五) 通過上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動議者：曾錦源 

和議者：林曉彤 

大會主席宣佈：與會者一致通過上次會員大會紀錄。 

(六) 本會主席何立明先生作 2018-19 年度會務報告 

(七) 通過本會 2018-19 年度會務報告 

  動議者： 林  蘭 

和議者： 張文鍵 

大會主席宣佈：與會者一致通過本會 2018-19 年度會務報告。 

 

(八) 本會財政林蘭女士作 2018-19 年度財政報告 

 

 



 

(九) 通過本會 2018-19 年度財政報告 

  動議者： 顏維均 

和議者： 鄭挺健 

大會主席宣佈：與會者一致通過 2018-19 年度財政報告。 

 

(十)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院陳浩然教授談 SCA 病人名冊進展 

 

(十一) 劉國光醫生簡介 11 月 2 日音樂籌款晚會 

 

(十二) 選舉本會第七屆執委會委員 

1. 主持宣佈選舉細則： 

 根據本會會章規定，本會基本會員及永久會員，出席是次會員大會者，

均有投票權，一人一票。 

 選票上列明是次參選內閣成員。 

 請大家對參選內閣投下贊成或不贊成票。 

 贊成票票數到達選舉人數半數或以上，表示通過是次參選內閣成員成為

本 會第六屆執行委員會成員 (今次選舉人數為 57 人)。 

 新一屆執委由 2019 年 9 月 21 日(即第七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時正式接

任。在此日期前，由現任執委會主理會務。 

 若贊成票票數未能到達選舉人數半數，執委會將安排三個月內進行另一

次選舉。 

2. 介紹參選內閣成員： 

  何立明(主席）  馮斌(內務副主席)   曾錦源(內務副主席)  寧向軍 (財政)   

顧維均(秘書)  委員 : 黃麗  林蘭  曹綺湘  鄭挺健  尹三洋  袁嘉思  

鄒志剛  葉俊強  曹綺雯 

3. 選舉 

監票者：顧問 吳炳榮醫生, 蕭恩松牧師 

有效選票共＿57＿＿張，廢票共 0 張。 

贊成票共 57 張，不贊成票共 0 張，空白票共＿0＿張。 

        選舉結果：主持梁志榮宣佈是次參選內閣(獲得/未獲得)大會會員通過成為 

本會第七屆執行委員會成員。   

 

(十三) 合唱互勉歌曲「搖擺的奮鬥」 

(十四) 頒發感謝狀及禮物予顧問、嘉賓、委員、熱心參與會務之會友及義工 



 

(十五) 抽獎 

(十六) 邀請顧問、嘉賓及新舊執委會委員合照 

(十七) 大會主席宣佈本會第十三次會員大會暨第七屆執委會選舉到此結束。 

(十八) 散會時間： 03:10PM   

 

主席簽署:               紀錄者簽署:       

日   期:                 

 

附錄：出席會員名單 

 

何立明 曹綺雯 曹綺湘 曹綺華 黃  麗 

曹永傑 曹永忠 曹永建 陳雪英 鄒志剛 

黃粵華 章容芝 章細枝 張月貞 關慧潔 

林  蘭 陳  斌 吳泳湘 梁翠華 茹佩惠 

潘喜成 蘇藹儀 沈權國 寧向軍 林曉彤 

曾錦源 張永麗 黃嘉儀 趙澤邦 郭陳桂萍 

譚琇潔 潘可欣 尹三洋 林曉彤 袁嘉思 

蕭輝章 禤家麗 林常澍 馮  斌 譚慧心 

司徒傑 陳嘉儀 陳  強 盧炳雄 陳淑清 

張文鍵 胡雅玲 鄭挺健 李詠茵 李超榮 

陳國通 黃麗珊 黎淑芬 顏維均 禤蔭星 

盧艷平 楊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