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2015 年周年大會 

日期﹕2015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3:00 

地點﹕金文泰中學新翼 A301 室 

出席者﹕尹德勝、梁壁聯、張若蝶、梁小芸、林君宜、陳民耀、孔俊興、古倩儀、鄭偉倫、陳聰

慧、關兆求、陳中威、陳天恩、阮澤銘、黃淑鎮、馮光漢、陸鈞、伍惠珠、潘潔治、莫玉玲、姚

展越、吳嘉敏、姚載信、曾趁應、李興廉、藍裕鈞 

列席﹕ 

記錄﹕林君宜 

會議紀錄﹕ 

1. 主席召開會議 

 
2. 通過上次周年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梁小芸動議通過上次周年大會會議紀錄，陳聰慧和議。李興廉動議通

過上次特別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陳中威和議。 

 
3. 報告事項 

3.1 會長報告(請參閱附件) 

3.2 司庫報告(請參閱附件) 

3.3 其他委員會報告(請參閱附件) 

 
4. 討論事項 

4.1 修改會章 

阮澤銘動議通過，張若蝶和議。 

 
5. 選舉理事會 

陳中威 3 月 25 日只收到 1 份內閣名單。(請參閱附件) 

 
信任票﹕28 。一致通過。 

 
6. 選舉監察小組成員 

伍惠珠退出舉監察小組。梁小芸提議阮澤銘留任，古倩儀和議。陳民

耀提議陳中威留任，李興廉和議。陳天恩動議梁壁聯補充選舉監察小

組空缺，關兆球和議。 

 
信任票﹕27。動議通過。 

 
7. 委任核數師 

校友會曾發出電郵及面書邀請校友義務核數師，惟至今未收到申請。故現

時繼續聘請現時的會計師。尹主席動議胡國治會計師，陳聰慧和議。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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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事項 

馮校長發言感謝尹會長及校友會對金中之貢獻。期望校友會能繼續延

續金中精神，舉辦更多活動，例如師友計劃，並希望校友會與母校攜

手合作籌備金中九十周年慶祝活動。尹主席也多謝校方支持，提供場

地及派出代表出席會議，校友會將配合母校籌備金中九十周年慶祝活

動。 

 
會議結束﹕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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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2015 年 特別大會 

日期﹕2015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5 

地點﹕金文泰中學禮堂 

出席者﹕陳民耀、吳宇陽、李興廉、陳聰慧、古倩儀、古艳紅、關兆求、黃淑鎮、蘇靜如、張若

蝶、陳肇冰、劉容招、王長秋、許富基、陳培德、林君宜、鄭偉倫、梁小芸、阮澤銘、孔俊興 

受代理人：朱女光、麥淑卿、張仲明 

列席﹕馮玉珍 

記錄﹕陳民耀 

會議紀錄﹕ 

1 主席召開會議 

 
2 通過會議議程 

李興廉動議通過會議議程，孔俊興和議，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3 報告更換核數師 

孔俊興報告已委任吳漢成先生為本會核數師。 

 
4 議案：成立「金文泰中學校友會基金有限公司」 

4.1 鄭偉倫解釋成立金文泰中學校友會基金有限公司的原因及其組成。 

4.2 鄭偉倫指出基金有限公司主席毋須為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4.3 鄭偉倫指出現時有限公司和基金有限公司會有明確分工。 

4.4 張若蝶動議成立「金文泰中學校友會基金有限公司，劉客招和議，

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5 其他事項 

5.1 更改會章 

5.1.1 張若蝶動議把會章第二十七條 

「委任代理人的文書，須於該文書所指名的人擬行使表決權的

會議或延會舉行前不少於四十八小時存放在本會的註冊辦事

處，或存放在召開有關會議的通知書為存放此等文書而指明的

香港以內其他地點。如沒有遵照以上規定行事，該委任代理人

文書即不得視為有效。」 

  改為 

「委任代理人的文書，須於該文書所指名的人擬行使表決權的

會議或延會舉行前一小時存放在本會的註冊辦事處，或存放在

召開有關會議的通知書為存放此等文書而指明的香港以內其他

地點。如沒有遵照以上規定行事，該委任代理人文書即不得視

為有效。」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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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君宜和議。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會議結束﹕下午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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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2015-17 

理事會工作報告 2016 

鄭偉倫 (會長) 

 

本年度我們繼續朝著校友會的目的和宗旨工作，例如舉辦了校友晚宴、參加了聯

校校友會球類比賽、招募中六新會員等。今年適逢母校九十周年校慶，我們也全

力與校方攜手籌辦不同的校慶活動，計有校慶開展典禮、校慶藝術展覽、開放日、

綜合晚會及校友日等。而其中的校友日特別受到歷屆校友歡迎，當天回交的校友

逾二千位，可謂盛況空前。 

九十周年晚宴是各項校慶節目的高潮，我們全體幹事仍在努力工作，希望到時能

為各位校友帶來一個愉快難忘的晚上。 

此外，我們也正在積極申請將校友會有限公司轉為一非牟利機構，以乎合稅務條

例第 88 條的豁免繳稅條款，方便校友會管理由各位校友損助出來的獎助學金。

希望能在下次大會中有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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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審計) (已審計)
註 2016 2015

流動資產 HK$ HK$
往來帳戶 1 677,309.47         4,391.90          
儲蓄帳戶 859.26                49,856.28        
現金 -                      2,600.00          
應收帳 1,040.00             -                   
存貨 13,054.80           -                   
訂金 2 171,600.00         -                   
預付金額 2,250.00             2,250.00          

866,113.53         59,098.18        
流動負債

應付社團帳戶 2 (215,190.10)       (51,190.10)       
應付帳 (3,055.00)           -                   
預收款項 1 (645,720.00)       -                   

(863,965.10)       (51,190.10)       

淨資產 2,148.43             7,908.08          

累積盈餘/(虧損)
過往年度盈餘/(虧損) 7,908.08             (4,539.91)         
本年度盈餘/(虧損) (5,759.65)           12,447.99        

2,148.43             7,908.08          

註

1. 現金主要為預收自校友及嘉賓有關90周年校慶晚宴的餐費及捐款。
有關預收金額將於2016-2017年度的賬目作收入處理。

2. 訂金為支付給會議展覽中心有關90周年校慶晚宴的場地訂金。
有關訂金將於2016-2017年度的賬目作活動支出處理。

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財務狀況表

截至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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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審計) (已審計)
2016 2015

收入 註 HK$ HK$
捐款 100.00                20,000.00        

會費收入 2,500.00             3,300.00          

銷貨 1 1,040.00             -                   
銷貨成本 1 (717.60)               -                   

322.40                -                   

活動收入 - 會員 2 34,800.00           2,560.00          
活動收入- 非會員 2 5,000.00             1,280.00          
活動製作費 2 (40,881.83)         (5,483.50)         

(1,081.83)           (1,643.50)         

利息收入 2.98                    4.99                 

1,843.55             21,661.49        
支出

審計費 3 -                      -                   
銀行收費 (350.00)               (350.00)            
商業登記費 (2,250.00)           (250.00)            
印刷及文具 (205.00)               (137.00)            
雜項 (770.60)               (4,396.50)         
網站及資訊科技 (1,000.00)           (1,000.00)         
廣告及宣傳 (3,027.60)           (3,080.00)         

(7,603.20)           (9,213.50)         

本年度盈餘/ (虧損) (5,759.65)           12,447.99        

註

1. 年度內校友會製作了一批紀念匙扣作銷售之用。
年度內所銷售的金額及有關之成本作本年度收入及費用處理。

2. 本年度的主要活動為校友會晚宴及玫瑰崗盃比賽(羽毛球及籃球賽)。
有關的收入及支出作活動收入及活動製作費處理。

3. 本公司之審計服務由錦華會計師行有限公司義務提供。

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

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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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日結
餘

期間收入 期間支出 期間盈餘/ (赤字) 2016年3月31日
結餘

註

HK$ HK$ HK$ HK$ HK$

金文泰中學七十周年記念助學金 1,090,422.04     31.48                 -                     31.48                 1,090,453.52     
金文泰中學一九七一年畢業生獎學金 994.85               505.15               1,500.00            (994.85)              -                     (1)
金文泰中學一九七零年畢業生獎學金 68,172.58          1.97                   2,000.00            (1,998.03)           66,174.55          
校友會甘慕勤獎學金 32.48                 40,500               1,500.00            39,000.00          39,032.48          
陸零肆零千禧校友獎學金 9,574.24            0.28                   1,000.00            (999.72)              8,574.52            
校友會周侃若獎學金 14,465.25          0.42                   500.00               (499.58)              13,965.67          
富學玉獎學金 28,684.27          0.83                   1,100.00            (1,099.17)           27,585.10          

1,212,345.71     41,040.12          7,600.00            33,440.12          1,245,785.83     (2)

校友會經費 533,321.17        15.40                 505.12               (489.72)              532,831.45        (3)

總金額 1,745,666.88     41,055.52          8,105.12            32,950.40          1,778,617.28     (4)

註

(1) 由於此獎學金之結餘不足支付獎學金, 因此不足的金額由校友會經費支付。

(2) 以處理獎助學金為主的金文泰中學校友會基金有限公司正在籌備成立中, 待基金公司成立後, 全數獎學金屆時將轉撥至該公司。

(3) 以作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日常開支為主的經費將於2016-2017年度全數轉撥至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4) 總金額由以下項目組成:
2015年4月1日結

餘
2016年3月31日

結餘
HK$ HK$

     活期銀行戶口 1,191,905.65     1,060,805.65     
     定期銀行戶口 502,571.13        502,621.53        
     與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之往來賬 51,190.10          215,190.10        

1,745,666.88     1,778,617.28     

金文泰中學校友會

校友會獎助學金及經費總賬

2015年4月1 日至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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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2015-17 

校友事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2015-2016 

古倩儀(主席) 

 

本委員會處理會員聯絡工作及協助秘書管理會員名冊及登記工作，由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工作報告摘要如下： 

 

一、有關會員登記及名冊更新事宜 

本會至 2016 年 4 月 8 日為止，永久會員共 812 人。 

二、有關聯絡會員工作事宜 

本會設有電郵、網站、Facebook 群組和 LinkedIn 群組與校友保持聯絡。本

委員會積極向會員發佈有關母校、本會、以及各屆校友的消息，並加強各屆

校友間的連繫。其中，本會一直以電郵與網站為官方消息發佈途徑，而

Facebook 群組旨在增強各屆校友間的互動連繫，LinkedIn 群組則為加強各界

校友在職場上連繫而設。 

三、有關幫忙聯繫個別校友事宜 

本委員會曾收到數次，有關幫忙聯繫個別校友的電郵查詢。本委員會都一一

回覆，並幫忙聯繫個別校友。 

四、有關校友日事宜 

本會於 2016 年 4 月 30 日與母校合辦九十周年校慶校友日。是次活動節目豐

富，既有球類比賽，又有各項體驗活動。出席校友及親友逾數百人，場面熱

鬧。眾多校友藉此機會，更新或登記其聯絡資料，有助與本會保持連繫。 

 

另外，檢討報告如下： 

 

一、檢討對居於內地校友支援事宜 

Facebook 群組為現時校友會與校友互動溝通的主要渠道。有居於內地校友

反映，在內地未能瀏覽 Facebook。本委員會正考慮增加額外聯絡途徑，以

加強與居於內地校友的連繫。 

 

 

校友事務委員會主席 

古倩儀 謹啟 

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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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2015-17 

母校事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2015-2016 

關兆求(主席) 

 

一、母校 33 位學生在邵錦嫦副校長及音樂科老師的帶領下，於九月二十六日晚

上八時到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欣賞「麥家樂世界交響音樂會──俄羅

斯音畫」。是次音樂會的《鳳凰傳奇》一曲中包含四個樂章，其填詞人為校

友楊宇杰先生。當晚樂韻悠揚，全場觀眾陶醉其中。 

 

二、2015 年11月6日下午三時在禮堂舉行九十周年校慶畢業頒獎典禮暨校慶啟

動禮。教育局局長，校友吳克儉先生蒞臨主禮家政科老師及同學為出席頒獎

禮的嘉賓獻上九十周年校慶紀念曲奇。 

 

三、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孫兒大衛金文泰爵士(Sir David Clementi)於十

月十六日再次蒞臨，七名學生代表與大衛金文泰爵士分享他們的校園生活。

此外，大衛金文泰爵士與馮校長、李劍榮校友及金文泰爵士獎學金創辦人之

一的楊宇杰校友及獎學金遴選委員陶傑先生會面，以了解學校的最新發展。 

 

四、校友會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晚上舉行周年晚宴，筵開接近二十

席，不同年代畢業的校友、甚至居於海外的校友亦專程回港參加晚宴，緬懷

昔日的校園生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校友更於百忙中抽空出席，與同窗友好、

學弟學妹暢談共聚，令晚宴更添光彩。晚宴在悅耳悠揚的校歌聲中展開，當

晚節目豐富，校友精心籌劃多項遊戲節目，校友們亦投入參與，讓禮堂洋溢

一片歡樂溫馨的氣氛。最後晚宴在一片歡笑聲中圓滿結束。 

 

五、母校於十一月六日舉行九十周年校慶畢業頒獎典禮暨九十周年校慶啟動禮，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校友(SBS,JP)撥冗擔任主禮嘉賓。當日出席典禮的嘉賓包

括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程淑儀女士、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友校校長及老師，

以及校友及家長，場面熱鬧。一九六四年畢業校友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

日重返母校參觀，重溫昔日情懷。 

 

六、2015 年 12 月 8 日在校內舉行金中職業博覽(2015)。此活動希望藉小組分享

以增進高中同學對工作世界的認識及專業的要求。同時，亦透過討論引發同

學深入探索，讓同學訂立適切自己的生涯規劃。 

 

七、母校第五十二屆水運會於十二月十七日假維多利亞泳池舉行，半島扶輪社社

長余文譜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四社健兒全力以赴，爭取佳績。最後由忠社勇

奪全場總冠軍；而啦啦隊比賽的冠軍為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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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母校九十周年校慶陸運會初賽及決賽分別於十二月九日及十二月十八日假

小西灣運動場舉行，母校校友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資深區域總監麥永

光先生擔任主禮嘉賓，與全校師生分享在學時參與運動項目的趣事與得著，

讓同學們獲益良多。四社健兒在比賽中全力以赴，爭取佳績；四社啦啦隊亦

傾力表演。師生與家長們投入參與決賽日的競技賽，加上校長、老師及校友

一同參加接力賽，更令場內充滿熱鬧氣氛。又因適逢九十周年校慶，學校特

別安排了九百米長跑的環節，全校師生、家長及校友一同參與，人數超精神。 

 

九、校於三月十一日在學校禮堂為北川師生舉行歡迎會，北川同學穿上傳統的羌

族服飾載歌載舞，母校學生大使們亦伴以手語與北川同學合唱「小幸運」一

曲，藉歌聲連繫兩校學生的情誼。在歡迎會過後，北川同學與學生大使一同

上課，感受香港的課堂學習氣氛；他們在課後參觀校園及一同於校園燒烤，

親切交流。及至三月十二日，母校學生大使陪伴北川師生暢遊海洋公園及淺

水灣等香港名勝，讓北川師生為香港之行增添美好難忘的回憶。 

 

十、母校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舉行

「開放日」，本年度的主題是「勵學求進‧綻放異彩」(Endeavours Blossom)；

當天，各界人仕、小學學生、校友及家長蒞臨參觀。當天的節目豐富，包括

展板展覽、攤位活動，表現出金中學生的無盡創意及團結合作的精神。 

 

十一、 母校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舉

 行「校友日」。當天，各界人仕、校友蒞臨參觀，節目豐富，包括各種

 球類比賽、茶藝鑒賞、展板展覽、攤位活動，亦開放了不同的專科室，

 讓參觀人仕更了解母校情況。 

 當天亦舉辧了師友計劃啟動禮。 

 

母校事務委員會主席 

關兆求謹啟 

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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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2015-17 

公共關係委員會工作報告 2015-2016 

陳民耀(主席) 

 

 公共關係委員會於過去一年定期更新本會網頁及面書，務求第一時間為各會

員送上有關本會活動、校友近況及母校活動的最新消息。 

 

 在籌備周年晚宴 2015 其間，本委員會透過網頁和面書作出廣泛宣傳。當活

動結束後，本委員會也於短時間內在網頁及面書發放活動報告及照片，讓未能出

席活動之會員或校友也能知悉活動的情況。 

 

 另外，由於今年為母校 90 周年校慶，本委員會亦在校友會網站及面書開設

「90 周年校慶專頁」，務求第一時間通知眾校友關於各個校慶活動的消息。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 

陳民耀謹啟 

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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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2015-17 

教育事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2015-2016 

蘇靜如(主席) 

 

 教育委員會致力促進學生和校友的教育事務發展，包括參與學校主辦的金中

職業博覽, 與師弟師妹分享校友的職業生涯。 

 

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蘇靜如謹啟 

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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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2015-17 

康樂福利委員會工作報告 2015-2016 

陳聰慧(主席) 

 

 最近一年，本委員會致力透過不同活動促進會員間的關係。我們於周年晚宴

當晚協助招待不同年份畢業的校友，讓他們感到賓至如歸；又在開放日設立攤位，

以展版，易拉架，小遊戲介紹本校著名校友。最後，於校友日當天，亦和其他校

友及母校籌辦不同活動。 

 

康樂福利委員會主席 

陳聰慧謹啟 

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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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2015-17 

90 周年校慶晚宴事宜小組工作報告 

李興廉(主席) 

 

1) 晚宴出席名單 

 截至五月初，已付款的報名人數大概有 489 人，連同邀請嘉賓、教職員、學

 校伙伴等共有約 560 人，即大概 47 圍。 

 受邀並已答允出席的前校長、教師與校友等名單已在校方網頁公佈。 

2) 籌募及贊助 

 校友及前老師的贊助額共有大概港幣四十萬元。 

 校友會已找得校友贊助全場紅酒。 

3) 財務 

 參加晚宴的校友現已付款大概港幣五十二萬元，連同贊助及教員的補貼，再

 扣去酒席開支、場地佈置、音響及票務等支出，現時 90 周年晚宴已達收支

 平衡。 

4) 宣傳 

 透過面書，校友會網頁作宣傳 

 設計易拉架並於校友日宣傳 

5) 票務 

 門劵正在修改設計，使背景顏色突出印字，而考慮到有不同價錢，故門劵將

 不會印上銀碼，會另行付上收據。 

 場刊將會以六頁紙對摺方式印製。 

6) 場地設計及佈置 

 舞台背景選擇以文行忠信為主體，並以實體布景為最終方案，以減少射燈及

 閃燈對投射影像的影嚮。 

 連同簽名板、拍照區、音響及燈光等支出，整體合符預算。 

7) 席宴安排 

 場地能容納約八十席，故仍歡迎校友報名參加。 

 

90 周年校慶晚宴事宜小組主席 

李興廉謹啟 

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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