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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華人耆英會 

2021 年 5 月 29 日會員週年大會會議記錄 

 

時間：2021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 1:00-3:00pm 

地點：Zoom 網上會議 

出席：正式會員 63 人 

 【大會議程】 

（一） 會員網上登入 

卡城華人耆英會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廿九日（星期六）下午一時通

過 Zoom 在網上舉行。 

（二） 確定合法開會人數 

63 名正式會員參與本次網上會議，超過會章規定到會正式會員最

少 50 名的法定人數，故本次會議有效。 

（三） 正式開會 

  大會由總幹事李陳美儀女士主持，職員劉瀟作普通話傳譯。 

出席大會的有，提名委員會成員：林李美玲、黃勵明、黎遠勝、

周啟祥。第二十三屆理事會理事：王吉伶、陳穎生、黃炳君、潘文龍、

鄺嬋娟、林坤、林培根、關國權、朱敖蕙瑚、高頌涵、吳錦鳳。 

候選理事：駱偉文、關國權、陳星南、廖樹生、曾昭正、伍敏嘉、

余佩、潘文龍、朱敖蕙瑚。以及其他會員。 

（四） 通過議程 

動議: 林李美玲（會員編號: 5407）和議: 王吉伶（會員編號: 7891）



2 
 

投票點算：60 票贊成，無反對票，超過出席會員大會有效人數 63 人

之半數，通過。 

（五） 通過二零二零年會員會議記錄 

動議：林李美玲（會員編號: 5407）和議：陳穎生（會員編號:6558）

投票點算：59 票贊成，無反對票，超過出席會員大會有效人數 63 人

之半數，通過。 

（六） 王吉伶會長致詞 

謹代表卡城華人耆英會第 23 屆理事會， 歡迎各位會員參加 

2021 年週年會員大會， 2020 年全世界受疫情影響， 去年耆英會兩

度被迫關門， 但在這情況之下我們的職員和總幹事都能令耆英會大

部分活動照常進行，我在此深表感謝，工作成績已詳列於本會 2020

年報內。 

在此我要介紹理事局的運作，理事局下有委員小組，其中有財務，

政策，維修，投資，籌款，資訊，都是由有其專長的理事和義工組成，

通過委員小組的討論給耆英會統籌和提出改善的建議。2021 年工作

重點有四項: 進行八項會址維修工程，加強日常運作的電腦化，改善

會員福利和增加嘉許義工方式。 

在此我代表耆英會感謝以下即將卸任的五位理事，陳穎生，黃炳

君，林坤，林培根，胡汝燁，他們都在耆英會理事會服務了四年以上，

感謝他們盡心盡力的服務和貢獻。 

多謝提名委員會：主席林李美玲，秘書黃勵明，委員黎遠勝，委

員周啟祥，感謝他們數月來的辛苦工作，為本會招納了多位有能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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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新一屆的理事。 

另外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的網上會議，幕後有很多員工和義工的

大力幫忙，才能使今次大會順利召開，在此我要對所有付出的員工和

義工，表示感謝，最後感謝各位的出席，祝大家健康快樂。 

（七） 財務組主席林李美玲作財務報告 

林李美玲女士代表財政鄺嬋娟女士作以下的財務報告，2020 年度

財務核數是由 Yates Whitaker 會計師樓擔任，Yates Whitaker 前身是 

Dorward & Company，於我們去年週年大會後改名。  

2020 營運收支表 

去年撥款總收入為$1,275,918，市政府撥款佔 38％，聯合公益金佔

20％，亞省醫管局和防止家暴的撥款佔 13％，與 2019 年相比，2020

年大約增加了$44,000。 

捐款及籌款總共是$127,626，因疫情的關係，去年我們並沒有舉辦

任何籌款活動，全數都是來自捐款，其中要多謝兩位不記名的有心人，

一共捐了$115,000。 

一般活動總收入$46,152，賭場撥款$34,876，會員費$29,399，延後

資產往資減值$20,597，長壽組收入$15,784，其他虧損$6,189，總收入

為$1,544,163，總收入比去年減少了$173,951，約 10％。  

活動支出方面，撥款支出$1,275,918，其中大約一百萬是支付員工

的薪金，$62,480 是撥去耆英會的行政部，一般活動的開支$26,293，

折舊$20,269，長壽組支出$15,784，活動總支出是$1,338,264。 

一般及行政支出方面，薪金及福利是$105,820，其中$38,000 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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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和維修的員工費用，水電，維修費用及租金是$50,275，辦公室支出

$31,858，其他支出$16,884，這是包括中心的保險費和其他保安支出，

專業費用$8,880 是核數師的費用，没有成本攤分，撥款轉入是$62,480，

總行政支出為$151,237，大約佔總收入的 9％，前年是大約 12％，支

出收緊了很多。 

加拿大緊急工資補助是$40,731，2020 年耆英會的盈餘是$95,393，

扣除了政府的緊急補助和捐款，耆英會其實是處於一個虧蝕的狀況，

大約虧蝕$73,000。    

通過本年度財政報告。動議：朱敖蕙瑚（會員編號:8145） 和議：

林李美玲（會員編號: 5407） 投票點算： 53 票贊成，無反對票，2 票

棄權，超過出席會員大會有效人數 63 人之半數，通過。 

（八） 委任核數師 

林李美玲報告：理事會通過繼續用去年的核數師 Yates Whitaker 

LLP,  所需費用是由$8,500 加 GST 增加至$8,700 加 GST。 

通過委任核數師。動議：王吉伶（會員編號: 7891） 和議：黃炳

君（會員編號: 6402） 投票結果：55 票贊成，無反對票，超過出席

會員大會有效人數 63 人之半數，通過。 

（九） 李陳美儀總幹事作會務報告 

好高興和各位會員報告去年的服務。 

2020 對耆英會來說是非常艱難的一年。疫情迫使中心兩度長時

間關閉。但我們的應變能力、創意和團隊精神，將這些挑戰變成成

長和改變的好機會。我們的職員和義工在去年教導 240名長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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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軟件與他人保持聯繫和參加網上活動。我們亦基於四方面提供

網上和電話項目: 體能(日常運動和戶外活動)、 精神健康(情緒支

援熱線)、社交(電話/網上聊天組)及知識/職業(每星期講座)。 

疫情促使我們在電腦技術上有好大的躍進，而這個改變對我們

有很大的好處。上網和電話的方式使我們解決了場地和課程人數的

限制。亦使我們可以爲行動不便而無法參加中心課程的長者提供服

務，特別在冬天的日子。在未來，我們㑹將継續加強網上和電話活

動，希望日後可以提供更多創新服務。 

我非常興奮地宣佈，耆英會在去年再次獲得 CARF 頒發為期 3 

年的認證獎狀。這個獎狀是對耆英會的優質服務的一個公眾認可。

我們深感榮幸，因為耆英會自 2017 年以來是亞省唯一獲得認證的

耆英中心。 

另一樣令人鼓舞的是報稅服務，因疫情關係，大多數的服務機

構都停止報稅服務，只有耆英會的義工和職員堅持繼續提供服務。

其實提供網上和電話報稅需要花費幾倍的人力物力，但只要能夠幫

助到低收入家庭和長者，我們都絕不放棄。而耆英會成為卡城最多

報稅數量的機構之一，是實至名歸。在此向所有為報稅服務出力的

傑出義工和職員致敬，辛苦你們了！ 

為了關心我們的會員，在去年 5 月用電話進行會員調查，一共

完成 1452 份問卷。調查主要有兩個目的；瞭解疫情對會員的影

響，並將結果應用於計劃將來的服務。 

調查結果顯示，會員對本會服務的整體滿意程度為 91.3%。會

員收到我們的電話及跟進服務時, 例如送口罩、平安包、申請福利

等都非常開心。詳細的調查結果請看我們的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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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的項目包括慶祝長者週的「加油」短片，是由耆英會義

工和職員共同製作，超過 100 人參加，目的是向身邊曾經協助抗疫

的前線工作人員致敬, 獲得一致好評。 

另外我們與兩間華人機構組成華人社福團體製作網上教育系

列。該系列共 18 集，並於去年 5 月至 6 月直播，主題包括家庭

關係、健康飲食、運動、應變力和財政支援等。耆英會負責其中 6 

集。演講嘉賓包括社工、心理學家和醫護人，非常受歡迎。 

另一個項目是和加拿大中文電台 推出-耆英會與你「正向人生

自選台」。節目宗旨在提高華人社區的心理健康意識，聽眾反應熱

烈，我們收到許多查詢有關精神健康服務，例如情緒支援熱線及輔

導服務。 

耆英會一向重點宣傳虐老和詐騙知識。新計劃是組織一個長者

戲劇組，分別演出四個短劇，由於疫情關係，只能在中文電台播

放，分別在 2020 年 7 月和 10 月播出兩次。目的提高長者對虐老

和預防欺詐的常識，亦知道到那裡求助。 

另一個新項目是「長者好鄰居」計劃 ，於去年十月開始，主要

是聯繫唐人街和全景山兩個社區的孤獨長者，提升社區關愛長者意

識和一對一支援長者。現在於唐人街進行 18 個月的活動，若有興

趣參加及做義工，請與劉姑娘聯絡。 

2021年新活動包括網上聯繫 - 長者隔代共融計劃，計劃將教

導青年義工和長者電腦知識。每名長者會分配一名青年義工導師，

然後按個人喜好訂製個人學習計劃，希望長者可以學到這些電腦技

術後，便可參加網上課程。 

因為有些長者不會上網，所以我們便推出無牆華裔長者聊天室- 

此項目是透過電話為長者免費提供一系列社交和健康資訊。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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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蒙頓合作夥伴於 20l6 年推出此活動，非常受歡迎。在三年內有超

過 800 人參加。 

我的會務報告已經完畢，詳細活動可以參閲年報。我們會在會

後電郵給你們，或可到耆英會網站查閲。 

最後謹藉此機會向 所有會員，捐助者、撥款機構、合作夥伴、

理事、義工和職員表達謝意，多謝所有人對耆英會持續的支持。特

別多謝安排今日會議的同事，辛苦大家！ 

最後恭祝各位理事，各位同事，各位會員和你們的家人身體健

康，幸福快樂。疫情會好快過去，我期待在中心見到大家。 

（十） 提名委員會主席林李美玲介紹投票選舉程序 

每年耆英會理事會委任耆英會的義工成為委員會的成員，現任的

理事不能擔任提名委員會的成員，今年是我第二年擔任提名委員會的

主席，其他成員有秘書黃勵明女士，前會長黎遠勝先生和一位資深義

工周啟祥先生，多謝他們三位過去努力的工作，把選舉的工作重任辦

好。 

根據會章第 25 項，由 2015 年起，理事會由最少九名到最多十三

名的成員組成，每位理事在理事會的任期為期兩年，最多可連任三屆，

即最多六年便要暫時離開，現屆理事會共有十一位理事，上屆會長胡

汝燁先生和四位理事因任期屆滿而離開，他們是副主席陳穎生先生，

秘書黃炳君先生，林坤先生和林培根先生，多謝他們多年來對耆英會

的無私奉獻和幫助理事會的運作。 2021 年有三位理事關國權、潘文

龍、朱敖蕙瑚，於為期兩年的任期屈屆滿後申請重選，經現任理事介

紹招募的有六位新理事候選人，總共有九位理事候選人，剛好今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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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空缺，九位候選人自動當選，無需投票，以下的時間就交給九位

候選人作自我介紹。 

（十一） 候選理事自我介紹 

 駱偉文、關國權、陳星南、廖樹生、曾昭正、伍敏嘉、余佩、潘文

龍、朱敖蕙瑚等九位候選理事先後向大會介紹自己的學歷、工作履歷

和義工經驗。他們認同耆英會的宗旨，願意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努力

服務。他們也希望耆英會以新的思維改革管理方式，拓展服務，更好

地提升服務質素。 

（十二） 宣佈新理事名單 

耆英會第二十四屆（2021-2022）新理事名單： 

王吉伶、潘文龍、鄺嬋娟、關國權、朱敖蕙瑚、高頌涵、吳錦鳳、駱

偉文、陳星南、廖樹生、曾昭正、伍敏嘉、余佩 

（十三） 散會﹝提名委員會隨即解散﹞ 

  大會在三時廿分圓滿結束。提名委員會隨即解散。 

    

記錄：黃炳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