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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偉能先生 BBS, MH,JP 會監 許偉光先生 義務秘書 王志和先生 精英培訓總監 羅浩然先生 

副會長 車偉恆先生 會監 何厚祥先生 BBS,MH 義務司庫 胡文泰先生 賽事總監 鄧國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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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關顧問 李安先生     

  技術顧問 楊秀華先生 

  技術顧問 雷雄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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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香港獨木舟總會會長及副會長                                 

  香港獨木舟總會各屬會會長、主席、秘書長及代表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周 年 仝 寅 大 會 

2019-2021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選舉名單 

          
香港獨木舟總會有限公司之周年仝寅大會定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六日 (星期日 )

早上十時正在沙田石門安景街 51E地段 -香港獨木舟總會沙田訓練中心舉行。 是次

大會將待選舉程序 (議程 3)以確認 6位侯選人出任為 6名任期由 2019 - 2021年度的

新任執行委員會成員。而 2018-19年度共有 31個有效註冊屬會會員及 7個觀察屬會

成員。有關 2019 - 2021年度侯選人名單 (排名以英文姓氏排列先後 )及選舉細節如

下 :  

 

編 號 侯 選 人 提 名 屬 會 

1. 何永昌 博士  草原之友 

2. 李敏妍 女士 大埔水上運動協會 

3. 羅浩然 先生 我的獨木舟會 

4. 徐嘉苓 女士 珊瑚體育及康樂會 

5. 王志和 先生 屯門獨木舟會有限公司 

6. 丘震宇 先生 奇峰遊樂會 

選 舉 細 節 

(一) 周年仝寅大會定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六日早上十時正舉行。 
(二) 選舉程序按仝寅大會議程進行(議程3)。 
(三) 投票人必須為香港獨木舟總會之有效會員。 
(四) 如有需要，投票人可被要求出示香港獨木舟總會會員證或香港身份證，以核對身份。 
(五) 執行委員會有權將不守秩序或搗亂的會員驅逐離場。 
(六) 仝寅大會主席有權修訂及解釋以上條文，以符合公平及公正原則。 

 

義務秘書 王志和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副本：各執行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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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周年仝寅大會流程 
 

日期：二零㇐九年㇐月六日(星期日) 

  

時間：早上十時正 

 

地點：香港獨木舟總會沙田訓練中心(沙田石門安景街 51E 地段) 

 

流程：㇐) 通過義務秘書年報 

 

      二) 通過二零㇐七年(01/04/2017-31/03/2018)年度的財政報告 

 

      三) 選舉 2019 - 2021 年度執委會成員 

 

      四) 委任會⾧及副會⾧ 

 

      五) 委任核數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