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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第一次特別會員大會 

會議記錄 
 

日期:  2019 年 6 月 18 日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6:30 
地點 :香港婦協郭得勝服務中心 
主席:  何超瓊      

出席選舉會員:  丁毓珠 孔美琪 王中英 王秋霞 王新文 伍淑清 
 朱陳美康 吳筱華 呂江馨平 李楊一帆 周轉香 孟顧迪安 

 林貝聿嘉 林筠婷 金華琴 金玲 洪羽緁 洪宗巧筠 
 唐耿梅波 徐蔡慕慈 區艷龍 張何麗梅 梁冬陽 梁秀慧 
 梁芙詠 梁淑莊 梁靳羽珊 陳徐巧嬌 陳馬笑桃 陳陳秀瑛 
 陳雷素心 陳慧琪 陳鄭小燕 陳穎潔 麥樂嫦 勞潔儀 
 湯振玲 黃汝璞 黃葉慧瑩 黃僐橋 華慧娜 溫麗珊 
 葉賀曾愉 葉蒨瑩 廖湯慧靄 趙曾學韞 趙譚惠冰 潘煥珍 
 潘韶屏 蔡月嬋 蔡李惠莉 蔡陳蕙婷 鄭明明 鄭麗萍 
 盧朱天恩 盧高靜芝 鍾黃旭招 顏尹可欣 顏吳餘英 鄺心怡 

 羅敏儀 譚胡秀英 關李帶歡 關嘉潤 蘇曹莊儀 (66 人) 

普通會員: 黎雅麗 程敏儀 趙雪蓮 鄧佩金 孔秀珍 單禮容 
 黎寶珍            (7 人) 

團體會員: 香港乳癌基金會   香港溯源堂雷方鄺宗親會(婦女部)   離島婦聯 

 
香港嘉興同鄉會婦女部   亞洲婦女協進會   石澳婦女會 

香港長者養生保健協會(婦女部)                                  (7 個) 

列席: 陳翠芳 洪麗玲     

記錄: 鄭文景 
  

會議內容 :  

何超瓊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二零一九年第一次特別會員大會」，開會法定人數已達到 50 名，

宣佈會議開始。 

 

1. 選舉 2019-21 年度理事 

1.1「名譽會長」及「團體會員」當然理事選舉 
提名期於 5 月 3 日截止提名，兩個組別各接到 3 張提名表。六位當然理事候選人獲接納

自動當選，她們分別為:  

a.「名譽會長」當然理事:  

朱陳美康名譽副會長 

楊章桂芝名譽會長 

唐耿梅波名譽副會長 

b.「團體會員」當然理事:  

海怡半島婦女聯合會，代表: 李秋蘭 

香港乳癌基金會，代表: 霍何綺華 

香港東區婦女聯會，代表: 馮翠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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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與會者以掌聲歡迎以上 6 位加入 2019-21 年度理事會。 

1.2  2019-21 年度理事選舉 

a. 提名期於 5 月 17 日截止。按會章所定，每屆理事選舉最多可選出 60 位理事，由於有 6
位當然理事，故有理事席位 54 位，今屆參選人數剛好是 54 位，因此不用以投票選舉，

全部當選。 

ｂ.理事的職務是出席每季理事會，就本會之行政方針及會務提出意見，積極參與、支持及

出席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特別提醒各位候選理事，根據本會選舉條例，每位理事

在任內出席會議及各項大型活動的出席率須達 50%，而每次出席時間超過一半。 

c. 各候選人的資料已張貼在報告板上供各位參閱。由何超瓊主席宣讀候選人名單，並請每

位候選人站立讓與會者認識。排名不分先後，以姓氏筆劃序: 
1 孔美琪  28 黃汝璞 

2 朱穎詩  29 黃葉慧瑩 

3 何超瓊  30 黃僐橋 

4 呂江馨平  31 湯振玲 

5 余長潔  32 華慧娜 

6 吳玉娟  33 勞潔儀 

7 吳筱華  34 葉賀曾愉 

8 林李婉冰  35 葉蒨瑩 

9 金鈴  36 溫麗珊 

10 周轉香  37 廖偉芬 

11 孟顧廸安  38 趙譚惠冰 

12 洪羽緁  39 蔡月嬋 

13 胡陳素英  40 蔡李惠莉 

14 徐蔡慕慈  41 蔡陳蕙婷 

15 高李蓓蒂  42 蔡關穎琴 

16 陳馬笑桃  43 潘煥珍 

17 陳雷素心  44 盧高靜芝 

18 陳徐巧嬌  45 鄺心怡 

19 陳鄭小燕  46 鍾黃旭招 

20 陳慧琪  47 顏尹可欣 

21 陳穎潔  48 譚胡秀英 

22 孫蔡吐媚  49 羅敏儀 

23 梁冬陽  50 關李帶歡 

24 梁秀慧  51 關嘉潤 

25 梁淑莊  52 蘇佩敏 

26 梁靳羽珊  53 蘇陳偉香 

27 麥樂嫦  54 蘇曹莊儀 

 
d. 上述名單由與會者鼓掌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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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任監察顧問及諮委 

根據 2019 年 5 月 21 日召開的第八次理事會議，議程「2.2.3 監察顧問及諮委」，當日議決:

「按會章 41.7 及 41.8 所述，理事會可以邀請退任之副主席擔任監察顧問，可以邀請退任之

理事擔任諮委，並請提名委員會跟進提名事宜。」 

2.1 提名委員會建議委任監察顧問名單如下: 

范徐麗泰 梁愛詩 曾黃麗群 霍馮堅妮 伍淑清 

李樂詩 蔣麗芸 雷羅慧洪 林貝聿嘉 唐尤淑圻 

丁毓珠 李楊一帆 林康繼弘 廖湯慧靄 顏吳餘英 

2.2 提名委員會建議委任諮委名單如下: 

張鄭寶蓮 郭羅桂珍 周孫方中 蔡馬愛娟 余詩思 

李桂珍 王熊秀雲 金華琴 胡郭秀萍 唐美馨 

許美嫦 區艷龍 蒙王蓓芬 鄭明明 鍾雅妍 

關莫燕華 羅蔡妙玲    

2.3 以上名單由譚胡秀英提議，潘煥珍和議。與會者一致鼓掌通過。 

 

3. 其他事項 
3.1 何超瓊主席致謝辭稱，兩年前從林貝聿嘉創會主席手上接過主席的重任，轉眼又到新一

屆會期，向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謝。全賴林太及歷屆領導班子打下良好根基，讓她和理事

會可以更好地開展各項推進婦協創新向前的工作，當中包括「新六藝」中的「演藝」和

「視藝」，所舉辦的講座及分享會均獲得熱烈的回應; 半邊天培訓計劃去年以大灣區為

主題培育 160 多名精英年輕女性。此外，令她深感榮幸的是，在婦協創會 25 周年的重

要時刻，可以主席身份帶領大家籌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與姊妹們一同分享這份喜悅和

成果。25 周年慶祝活動的壓軸項目，將會是「巾幗建新力論壇」，論壇的籌備工作已進

入最後階段。 

3.2 宣佈散會。請當選的新一屆理事留步，出席隨即舉行的 2019-21 年度特別理事會，選舉

2019-21 年度理事會主席、執委會委員及常務委員。 

 

 

 

 

 

主席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