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 督 教 宣 道 會 海 怡 堂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SOUTH HORIZONS CHURCH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2020 年周年會友大會通知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2020 年周年會友大會將於 2020 年 9 月 20 日 (星期日下午一
時正) 於鴨脷洲西邨利滿樓低座地下 9-12 號宣道會利滿自修室舉行。
徵得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同意，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安排網上直播方
式舉行周年會友大會。呼籲會友事前填好並交回《會友代表委任表格》(見附頁) 進行
投票。透過該《表格》委託周年會友大會主席代表其出席周年會友大會及其任何續會，
並顯示在該《表格》上會友本人，就各項決議案其所作的投票決定。
大會議程如下：
I.

開會祈禱

II. 討論及匯報事項
1.

關於選出 2020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間出任本堂執事案

2.

2020 年前期事工回顧及 2020 年後期及 2021 年事工重點分享

3.

關於財務報告及預算案
3.1

關於通過：海怡堂 2019 年度執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3.2

關於 2020 年前期財務報告

3.3

關於通過：由執事會提交的 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

3.4

關於通過：委任 2020 年度海怡堂核數師人選

III. 宣讀：2020 年 9 月 20 日周年會友大會會議記錄
IV. 結束祈禱
【索取 2020 年會友大會議程及有關的財務報表的文本者，請前往海怡東商場 366 室本堂辦事
處獲取，或致電：2814 7486 行政同工索取郵寄印本，或 WhatsApp 5110 4290 索取電子形
式的文本。】

此致
全體會友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執事會主席劉立武牧師啟
2020 年 9 月 5 日
Upper G/F, Block 29-30, South Horizons, 29 Yi Nam Road, Ap Lei Chau, Hong Kong. Tel : 2814 7486
香港鴨脷洲怡南路 29 號海怡半島第四期 29 至 30 座高層地面
Fax : 2554 9796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2020 年周年會友大會
日期：2020 年 9 月 20 日(日)
時間：1:00pm
整份會友大會文件只供本堂會
地點：宣道會利滿自修室
友細閱，切勿外傳。謝謝！
主席：劉立武牧師 (執事會主席)
記錄：麥宜津執事 (執事會文書)
出席：本堂會友
﹝會友大會法定人數為百分之二十會友出席。徵得區聯會同意，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安
排網上直播方式舉行周年會友大會。會友可透過《會友代表委任表格》，委託周年會友大會主席代
表其出席，並會友本人顯示在該《表格》上，就各項決議案其所作的投票決定。接受的委任表格計
算在出席大會及投票通過議案所需的人數之內。﹞

2020 年周年會友大會議程
1.

同心祈禱

2.

執事選舉：
2.1 候選執事分享
2.2 選舉 2020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間出任本堂執事案。 [本年度執事會通過來屆最多選
4 位新信徒執事加入執事會 (不包括本堂牧師、傳道之執事會成員)，候選執事必須個別獲
得由出席的會友之半數以上的得票，方能當選。]
候選執事的芳名如下 (按姓氏筆畫排序) (候選執事簡介見附件一)：
2.2.1 梁文姬 Malanae
2.2.2 陳惠卿 Gloria
2.2.3 陳穎儀 Yellow

3.

本堂 2020 年前期事工回顧及 2020 年後期及 2021 年事工重點分享：劉立武牧師

4.

關於財務報告及預算案：司數郭慶明執事
4.1 關於通過：海怡堂 2019 年度執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附件二)
4.2 關於 2020 年前期財務報告 (附件三)
4.3 關於通過：由執事會提交的 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 (附件四)
4.4 關於通過：委任 2020 年度海怡堂核數師人選

5.

宣讀：2020 年 9 月 20 日周年會友大會會議記錄﹝執事會文書即時宣讀記錄﹞

6.

結束祈禱

註解 ：根據本堂會章第十一條 八項，議案必須由出席的會友的半數以上通過方為作實。
#####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2020 年周年會友大會
之會友代表委任表格
本人 (中文姓名清楚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海怡堂」）的會友，茲委任大會主席為本人的代表，代表本人出席海
怡堂訂於 2020 年 9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1 時正於鴨脷洲西邨利滿樓低座地下 9-12 號宣道
會利滿自修室舉行的 2020 年周年會友大會及其任何續會，並以下顯示為本人就大會上提呈的
各項決議案的投票決定。【備註：請於下列各項決議案旁邊的適當空格內劃上「✓」號。】

決議案
1

贊成

反對

棄權

(a) 選立梁文姬 Malanae 姊妹為
.

海怡堂執事。
(b) 選立陳惠卿 Gloria 姊妹為海
怡堂執事。
(c) 選立陳穎儀 Yellow 姊妹為海
怡堂執事。

2. 接納海怡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執事會報告
及核數師報告。
3. 接納海怡堂執事會提交的 2021 年度財
政預算案。
4. 重新委任「林贊誠會計師事務所」為
2020 年度海怡堂核數師，並授權海怡
堂執事會釐定其酬金。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20 年_____ 月_____ 日

填妥並簽署之代表委任表格須於 2020 年 9 月 18 日下午 1 時或之前（即本大會(或其任何續會)
舉行時間至少 48 小時前），本人 a) 以截圖形式 (i) WhatsApp 5110 4290 或 (ii) WhatsApp
給大會主席劉立武牧師、或 b) 放進信封封口後在接縫處簽名再 (i) 遞交 或 (ii) 寄達香港鴨脷洲

海怡半島海怡東商場 3 樓 366 室海怡堂辦事處。海怡堂有酌情權處理代表委任表格，包括拒
絕或接受任何委任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