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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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日期 ： 2021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日) 

時間 ： 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 ：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2 樓 202 室 

出席 ： (名譽會長) 周一嶽醫生 

(會長)  馮馬潔嫻女士 

   (副會長)  利子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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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名 

 

總幹事歡迎各位會員出席第 49 屆週年會員大會，並感謝周一嶽名譽會長、馮馬潔

嫻會長、利子厚副會長及核數師謝維慶先生參與會議。會議共有 49 名會員出席，根據

會章第 24.1 節，大會法定人數為 30 人，故是次會議視為有效。 

 

總幹事邀請會長主持會議及致歡迎辭。 

 

 會長歡迎各位會員出席第 49 屆週年會員大會，並祝願會員身體健康，聖誕快樂。 

 

會長表示過去一年協會運動員在疫情下未有鬆懈，並於東京 2020 殘奧運、全國殘疾

人運動會和巴林 2021 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取得理想成績。同時，在早前的特別會

員大會，亦順利完成協會分拆程序，即香港殘疾人奧委會和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標

誌著協會再次進入新的里程。 

 

會長參與協會工作已超過三十年，並共同經歷過財政和資源貧乏的困境，見證了協

會的長足發展，並有更多的香港運動員揚威海外。協會幸運地一直得到民政事務局、香

港體育學院的全力支持，並獲得社會各界企業的鼎力相助。 

 

會長藉此機會向政府各部門、香港體育學院、各贊助商、殘奧之友和友好團體，以

及執行委員會全體成員和秘書處同事致謝，亦期待明年 10 月舉行的杭州 2022 亞殘運，

並預祝香港運動員凱旋而歸。 

 

(議程一) 省覧及通過上屆(第 48 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1.1 上屆會議紀錄已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郵寄及上載協會網頁予各會員查閱，秘書處未

有收到對會議紀錄的修改要求。黃超華先生動議，馬華強先生和議，沒有會員反對

和棄權，會員一致通過接納該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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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二) 省覧及通過 2021 特別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2.1 2021 特別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已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郵寄及上載協會網頁予各會員

查閱，秘書處未有收到對會議紀錄的修改要求。鄺彤峰先生動議，李國來先生和議，

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會員一致通過接納該會議紀錄。 

 

(議程三) 省覧主席報告 

3.1 詳細主席報告已列印於 2020-2021 年報，主席林國基醫生向會員簡略報告協會過去

一年會務。 

- 協會運動員過去一年在東京 2020 殘奧運、第十一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及巴林

2021 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均取得理想成績。由於政府購入東京殘奧運轉

播權，讓公眾首次能夠觀看殘疾運動員的比賽直播，大大提升大眾對殘疾人運

動的關注，期望市民能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並鼓勵更多殘疾人士參與運動。 

- 協會已展開和執行「2021-2026 策略發展計劃」(Project 2026)，計劃訂定十個策略

目標，以招募新秀運動員、提高大眾對殘疾人運動的關注和參與，及提升運動員

表現為工作重點。 

- 財政方面，協會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有關財務狀況詳情，留待義務司庫稍後向

會員作出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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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過去一年，協會運動員和工作人員在本地獲得不少奬項，亦特別祝賀「香港殘奧之友」

義務工作發展局主辦的「第九屆香港傑出義工奬」中榮獲「義工團隊奬」，以表揚團隊

在殘疾人運動義務工作的出色表現和成就，並向所有得奬人士致賀。 

 

3.3 展望未來，協會和運動員仍需在疫情下備戰明年的杭州 2022 亞殘運，同時亦為巴黎

2024 殘奧運展開準備工作。主席預祝協會的運動員，於未來一年的各項國際賽事，

特別是杭州亞殘運繼續取得驕人成績。 

 

3.4 今次是主席任期內最後一次作出的主席報告。主席表示自 90 年加入協會以來，分別

擔任副主席和主席八年，並一直得到會員、名譽會長、會長、副會長、全體執委委

員和秘書處的支持，謹此向他們致衷心感謝。 

 

3.5 主席特別感謝所有運動員，過去從他們身上獲得寶貴的經驗，學習他們堅毅不屈，

永不言敗的精神，並共同經歷很多難忘的回憶。主席深信協會過去的成功全賴運動

員的努力，期望全體會員能繼續支持協會，同心協力發掘和培育更多新秀運動員，

協助他們取得更大的成就，為港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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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亦為協會成立五十週年，主席謹祝下屆執委會在新主席的帶領下，協會會務蒸

蒸日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並期望新一屆執委會成員能有更多與會員接觸的機

會，提升彼此間的信任，攜手推動協會未來發展。 

 

最後，主席祝願各位會員，聖誕節快樂，新年進步。 

 

3.6 會長感謝主席及各執行委員過去一年的努力和貢獻。梁禮賢醫生動議，黃超華先生

和議，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會員一致通過接納主席報告。 

 

(議程四) 省覧及通過 2020-2021 年度核數師報告 

4.1  2020-2021年度核數師報告撮要已於2021年11月26日郵寄及上載協會網頁予各會員查

閱，並刊載於協會2020-2021年報內，義務司庫林世英先生向會員簡報2020-2021年度

財務報告： 

- 2020-2021年度協會錄得港幣一百一十萬元盈餘。截至2021年3月31日，儲備基金

累積結餘為港幣一千九百二十萬元。 

- 2019-2020年度協會總收入為港幣二千六百四十萬元，較上年度減少36%，主要是

受疫情影響下，所有海外及本地賽事取消，恆常訓練亦暫停或縮減，相對令資助

減少港幣九百五十萬元。 

- 常規資助主要來自民政事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體育學院、社會福利署

及公益金。 

- 捐款收入下跌至港幣三十萬元，較上年度減少港幣一百六十萬元。由於渣打馬

拉松2020因疫情取消，2021年度賽事需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大幅減少參賽名額，

籌款活動亦暫停，令「齊撐殘奧精英」籌款活動連續兩年無法舉辦。 

- 其他收入方面，協會秉持審慎理財原則，主要投資在定期存款上，利息收入為港

幣四十萬元，匯兌收益為港幣一百二十萬元。 

- 2020-2021年度協會總支出為港幣二千五百三十萬元，較2019-2020年度減少37%。

受疫情影響，代表隊集訓隊的海外比賽取消。至於本地訓練，因康文署場地設施

關閉而需要暫停。香港體育學院亦只允許「A 級」及「B 級」精英體育項目全

職運動員使用設施。代表隊集訓隊2020-21年度的總開支為港幣一千四百萬元，

較2019-20年度減少38%。 

- 2020-21年度運動項目及活動開支為港幣一千六百七十萬元，減少45%；行政及薪

酬開支為港幣八百六十萬元，減少14％。此兩項開支分別佔總支出66%及34%。

整體而言，2020-2021年度協會收支平衡，財政狀況穩健。 

- 社會福利署「整體撥款」內有關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現累積至港幣七十五

萬元。由於儲備只可用於受社署資助的員工公積金供款用途，協會未有方案如

何有效運用儲備，期望社署在檢討有關津助制度時，考慮容許受助機構靈活地

運用儲備。 

- 社會福利署「整體撥款」錄得結餘港幣四十三萬元，已撥入「整體撥款」儲備，

而該儲備將用於協會行政開支。 

- 詳細財務報告已上載於協會網頁，供會員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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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義務司庫代表協會向為執行繁複賬目審計工作的謝維慶會計師事務所致謝，亦感謝

執委會委員和會員的支持及信任，以及秘書處同事的辛勤付出，令工作得以順利完

成。 

 

4.3 會長感謝義務司庫過去一年以專業及高成效管理協會財務，並向協助完成協會審計

工作和財務報告的謝維慶先生致謝。黃超華先生動議，陳錦甜女士和議，沒有會員

反對和棄權，會員一致通過接納2020-2021年度核數師報告。 

 

4.4 總幹事補充協會在人事開支方面資助來源，分別來自社會福利署、康文署、民政事

務局和香港體育學院，並以「同工同酬」原則釐訂秘書處員工薪酬。由於社會福利

署「整體撥款」內有關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目前只限用於三名由社會福利署

「整體撥款」所資助的員工身上。協會曾多次向社會福利署提出建議，擴大使用儲

備至全體員工，但一直未獲社會福利署同意，令該儲備滾存至今。 

 

4.5 總幹事表示「運動員訓練儲金」和「殘奧運儲備金」已於 2021 年 4 月合併，並易名

為「運動發展及支援基金」。該基金除繼續資助現役運動員購買運動器材、提供交通

和膳食費等開支外，更擴大支援對象至在職或離職工作人員及退役運動員，資助範

圍亦涵蓋至參與殘疾人運動有關的工作坊、研討會和會議，並提供醫療檢查開支補

助。 

 

 此外，協會亦計劃為現役及退役運動員設立「運動員教練進修計劃」基金，以協助

培訓運動員成為教練，提供本地或海外訓練機會，讓他們裝備自己，以便能以教練

身份繼續為協會作出貢獻。 

 

4.6 總幹事表示協會於明年 4 月 1 日正式分拆為「香港殘奧會」和「香港傷殘人士體育

協會」兩個獨立機構，而現時來自民政事務局的人事開支資助亦會終止。不過，康

文署將於 2022 年 7 月 1 日起，額外提供 3 名秘書處職員薪酬資助，而香港體育學院

亦由 4 月 1 日起，額外提供 1 名職員的薪酬資助，並提升現有一名職員的職級，協

會在人事開支獲得的資助將不成問題。 

  

(議程五) 通過委任義務司庫 

5.1 會長表示本年度第 13 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一致通過委任林世英為 2021-2025 年度

義務司庫。李國來先生和議，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會員一致通過委任林世英先生

為 2021-2025 年度義務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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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六) 通過委任核數師 

6.1 會長表示本年度第 13 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一致通過委任謝維慶會計師事務所，出

任協會 2021-2022 年度核數師，費用為港幣九萬二千元。李國賢先生和議，沒有會員

反對和棄權，會員一致通過委任謝維慶會計師事務所，為協會 2021-2022 年度核數

師。 

  

 總幹事代表協會向多年來一直對協會作出捐助的謝維慶先生致謝。 

 

(議程七) 2021-2025 年度會長及副會長選舉 

7.1 總幹事表示根據協會會章第 35 節，本年度會員大會將選出一名會長，任期為四年。

秘書處於 11 月 26 日提名截止前，只收到一位符合候選人資格的有效提名：馮馬潔

嫻女士。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會員一致通過馮馬潔嫻女士當選 2021-2025 年度協會

會長。 

 

7.2 總幹事表示根據協會會章第 36 節，本年度第 13 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通過本年度會

員大會將選出三名副會長，任期為四年。秘書處於 11 月 26 日提名截止前，共收到

三位符合候選人資格的有效提名：利子厚先生、余錦遠先生及劉德華先生。沒有會

員反對和棄權，會員一致通過利子厚先生、余錦遠先生及劉德華先生當選 2021-

2025 年度協會副會長。 

 

(議程八) 2021-2025 年度主席、副主席及執行委員會選舉 

8.1 總幹事表示根據協會會章第 38 及 39 節，本年度會員大會將選出一名主席、一名副

主席、八至十位執行委員，而任期將按協會會章第 39(6a)節，作出以下安排： 

- 兩年(2021-2023)：副主席一名及擔任執行委員會時間最長的首四名執行委員 

- 四年(2021-2025)：主席一名及最多六名執行委員 

 

秘書處於 11 月 26 日提名截止前，只收到一位符合候選人資格的有效提名：梁禮賢

醫生，競逐執行委員會主席，任期為四年。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會員一致通過梁

禮賢醫生當選 2021-2025 年度執行委員會主席。 

 

8.2 總幹事表示秘書處於 11 月 26 日提名截止前，只收到一位符合候選人資格的有效提

名：呂家祈先生，競逐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任期為兩年。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會

員一致通過呂家祈先生當選 2021-2023 年度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8.3 總幹事表示秘書處於 11 月 26 日提名截止前，共收到三位符合候選人資格的有效提

名，競選執行委員會委員： 

- (2021-2023)：林國基醫生、林光前醫生、伍澤連先生、黃超華先生 

- (2021-2025)：何蔚文先生、賴以尊先生、劉仲偉先生、謝建菁女士、尹美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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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候選人人數未有超出法定名額，所以無須進行選舉，而若有空缺，執行委員會

可邀請其他人士加入。沒有會員反對和棄權，會員一致通過以上九位候選人當選執

行委員會委員。 

 

(議程九) 其他事項 

9.1  大會沒有其他議程，會長邀請名譽會長周一嶽醫生及副會長利子厚先生發言。 

  

 名譽會長表示明年為協會成立五十年週年，參與協會事務亦已超過四十年，見證了

協會的發展，從復康機構漸成為培育精英殘疾運動員的體育總會，並期望我們能更

積極參與國際殘疾運動體育組織，以進一步鞏固香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在國際體育

方面的聯繫。 

 

近年全球雖然一直受疫情影響，但我們的運動員依然能夠在國際比賽取得驕人成績，

並得到香港市民的讚賞和認同，實在得來不易。我們將決心繼續秉承協會宗旨，全

力培育和訓練運動員，於國際比賽中突破自我、爭取佳績，亦關注運動員退役後的

出路，為他們提供教練培訓和進修資助，協助轉型。 

 

名譽會長感謝會長、副會長、執行委員會委員、秘書處同事和各持份者於過去一年

共同努力下，協助運動員取得佳績。香港過去兩年雖經歷艱難時間，但深信大家定

必同心協力，跨越困境，並期待分拆後兩會繼續緊密合作，攜手為本港殘疾運動發

展作出貢獻。 

 

 副會長感謝各會員出席週年會員大會，並再次向剛卸任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林國基醫

生致謝，期望協會仝人和運動員繼續努力，共同推動會務發展，並祝願會員身體健

康，生活愉快。 

  

 總幹事表示鑑於社會各界在東京 2020 殘奧運後，對協會名稱中「殘奧」、「傷殘人士」

等稱號提出各種不同看法和意見。為回應社會各界的建議，及尊重協會會員意向，

秘書處稍後將邀請會員進行「協會名稱問卷調查」。協會在蒐集會員意見後，將由執

行委員會跟進合適的後續工作。 

 

會長宣布大會於上午 11 時 05 分結束。 

 

 

 

 

                                                 日期：                      

馮馬潔嫻 (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