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基樂小學校友會 

2020-2021 年度第十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日期： 2020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5 時 35 分 

地點： 聖公會基樂小學禮堂 

主席： 林興閣 

紀錄： 楊敏琪 

出席者： 

會員： 林興閣、楊敏琪、黃麗玲、李頔、何穎雯、劉佩雯、黃瑋琦、曾煒廷、

楊卓諺 

列席者： 温志揚校長、陳麗姬副校長、葉紹勝老師、曾美德主任、容澄蕙主任

及黃美珊主任 

 

會議內容 

1. 主席宣布開會 

➢ 主席林興閣宣布開會，時間為下午 5 時 35 分，主席歡迎各會員抽空參

與第十屆週年會員大會。 

 

2. 通過第十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議程 

➢ 劉佩雯動議通過第十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議程，由何穎明和議，無修

改、討論及反對，一致通過。 

 

3. 通過第九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 劉佩雯動議通過第九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由黃麗玲和議，無修

改、討論及反對，一致通過。 

 

4. 報告事項 

4.1 2019-2020 年度活動匯報 

➢ 由主席林興閣匯報 2019-2020 年度舉辦及參與之活動，包括： 

幹事會會議：共舉行了 2 次幹事會會議，內容主要包括活動

籌備及檢討。每次幹事會均符合法定人數。 

活動：受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為了保持社交距離，

減少感染風險，本年度沒有舉行消閒活動。往年舉辦的 5人足

球比賽、 3人籃球比賽、親子同樂日等活動，全部都因疫情取

消，唯一的活動只有 2020年 11月 28日舉辦周年大會（詳情

見附件一） 

 

4.2 會員人數報告 

➢ 由主席林興閣報告會員人數： 

截止 2020 年 8 月 31 日 

永久會員 – 709 人 



少年會員 – 124 人 

總會員 – 833 人 

 

4.3 財務報告 

 

➢ 由財務秘書李頔報告 2019-2020 財政年度會費總收入$7,080，

活動總收入$0，其他收入$0，總收入$7,080，活動總支出

$445.8，本年度盈餘$6,634.2，累積盈餘$75,960.8。 

（詳情見附件二） 

 

5. 其他事項 

5.1 第六屆幹事選舉(2020-2022) 

➢ 本屆有六位候選人，各人候選職位並無重複，六位候選人自動

當選為第六屆幹事選舉(2020-2022)，職位分別是：主席-林興

閣；副主席-張智德；常務秘書-楊敏琪；財務秘書-李頔；活動

統籌-黃麗玲及何穎明 

➢ 由温志揚校長頒發第六屆幹事選舉(2020-2022)之委任狀予各

幹事成員，副主席-張智德因事未能出席會議，委任狀將在稍

後頒發予張智德 

 

5.2 頒發班代表委任狀 

➢ 由於今次會議並無班代表出席，委任狀將在稍後頒發予各班代

表。 

 

5.3 十周年慶祝短片首播 

➢ 適逢本年度為校友會成立十周年，在十一月發布通知邀請各校

友、榮休校長、老師等為校友會十周年拍攝祝賀短片，並於會

議中首播，稍後短片將於 Facebook 及網頁發布，校友會感謝

基樂小學資訊科技工作員為短片進行剪輯工作。 

 

5.4 2020-2021 年度活動簡介 

➢ 初步擬定活動：足球比賽(3 月舉行)、籃球比賽(5 月舉行)、親

子同樂日(7 月舉行) 

6. 散會 

➢ 主席林興閣宣布散會，時間為下午 6 時 02 分。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林興閣        常務秘書：楊敏琪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聖公會基樂小學校友會             附件(一) 

2019 至2020 年度主席報告 

林興閣 
引言 

本年度校友會踏入第十周年，繼續以「(一) 團結校友增進校友對母校之歸屬感、

(二) 加強校友與母校間之聯繫、及(三) 發揚母校「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精神，

協助母校發展，回饋母校」為本年度的目標。 

受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為了保持社交距離，減少感染風險，本年度

沒有舉行活動。為加強與校友的互動，維持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群組，亦維

持了 11 個商戶優惠。 

 

甲、 會議 

1. 幹事會會議 

於 2019 至 2020 年度，共舉行了 2 次幹事會會議，內容主要包括活動籌

備及檢討。每次幹事會均符合法定人數。 

 

乙、 會員 

1. 會員人數 

截止2020年8月31日 

永久會員 – 709 人 

少年會員 – 124 人 

總會員 – 833 人 

 

2. 班代表 

班代表制度，旨在加強各界校友之間的聯絡。班代表充當同班會員的聯絡中

心點，一如昔日之班長。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現有 45 位校友擔任班代表。 

 

丙、 宣傳 及 聯絡 

本會以校友會網頁、facebook 群組及instagram 群組透過班代表發放本會最

新消息。 

 

1. Facebook 群組 

人數 1,100 人 

 



2. Instagram 群組 

人數 125 人 

 

3. 商戶優惠 

感謝以下商戶提供優惠： 

 商戶名稱 商戶類別 

1 温拿髮型集團 髮型屋 

2 Party Place 聚會場所 & 玩具零售 

3 Freshabikes 益記 
單車租售 

樂器零售批發 

4 科逹電腦 (Fast computer) 電腦配件及維修 

5 Fairykiss me 美容、化妝、精品 

6 熱噴點汽車服務 汽車維修 

7 Olly Cookies 曲奇、甜品、糕點 

8 中醫 中醫診所 

9 Topparty Catering Services Ltd. 到會飲食 

10 科達冷凍設備工程公司 工程安裝、設備零售 

11 

1+1+1  

Eight Six 

T Two 

韓國款女裝 

 

丁、 活動 

受新冠肺炎的疫情影響，為了保持社交距離，減少感染風險，本年度沒有舉行消

閒活動。往年舉辦的5人足球比賽、 3人籃球比賽、親子同樂日等活動，全部都

因疫情取消，唯一的活動只有周年大會，詳細如下： 

 

1. 第十屆周年大會 

活動詳情： 

日期：2020年11月28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5時 

地點：聖公會基樂小學 

 

戊、 結語 

1. 本年度是新一屆幹事會上任，都是上屆幹事留任，希望將來有新幹事加入，

為幹事會接續傳承 

2. 2020年受到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的嚴重影響，為了保障校友、校友、老師的

健康及安全，校友會不得不把所有活動取消，實在非常無奈    



3. 活動以外，餘下的會務可以順利推行，仍有賴每位幹事撥出的私人時間為校

友會出力，衷心感激大家的付出；也非常感謝各位顧問老師及校長的提點及

幫助，包括: 温志揚校長、葉紹勝老師、單寶玲老師、容澄蕙主任、曾美德

主任 

4. 亦感謝各位校友、會員、家長支持校友會 

5. 希望在可見的未來，安全可靠的疫苗快點面世，或新冠病毒自然消退，世界

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6. 屆時校友會將繼續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期望校友會可以成為連結各校友、

會員的平台，令大家繼續支持母校及校友會的發展。 



聖公會基樂小學校友會             附件(二) 

2019 至2020 年度財政報告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 至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上年度結餘     $69,326.6  

收入     

1.會費收益 :       $7,080.0    

  金額 數量     

永久會員 HK$100  66  $6,600.0    

少年會員(2019-2020) HK$20  24  $480.0    

            

2.活動收益:     $0.0    

            

        總收入: $7,080.0  

支出     

1.活動支出 :           

        

周年會員大會 HK$445.8       

    
 

   

2.其他支出 :   
 

   

郵票          

        

        總支出: $445.8  
      

總收入:       $7,080.0  

總支出:    $445.8  

盈/虧:       $6,634.2  
      

 盈餘:    $75,960.8  

2019-2020 財政年度會費總收入$7080，活動總收入$0，活動總支出$445.8  

2019-2020 年度支票戶口結存為$75960.8     

2019-2020 年度儲蓄戶口結存為$479.99      

2019-2020 年度總結存為$76440.8      

      

籌備:   確認:   

     

財務秘書/姓名及簽署  主席/ 姓名及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