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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二零一零年第四號) 

 

致 ： 各堂會主席／堂主任 

由 ： 朱 墣 皿 （ 提 名 委 員 會 主 席 ）  

事 由 ： 2010 年 年 議 大 會 提 名  

日 期 ：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基督教聖約教會本年度年議大會定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一日(主日)下午舉行。在去年

年議會中通過本年度提名委員會之成員其職位互選如下： 

主席：朱墣皿牧師、文書：胡襯蓮姑娘、總務：杜魏秀珍女士 

 

隨函附上提名細則及參選表格，請各單位/堂會物色合適人選推薦參與是次選舉。候

選人資格已在提名細則列出，並請考慮候選人的聖經知識，屬靈生命等。請各單位/

堂會負責人在集齊提名表格後並審閱候選人的簡介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六日前送／

寄回總會辦事處。另附件中有過去七年的執行委員會名單，以便各堂會查閱。如有任

何查詢，請與本人 (2363-3823) 聯絡。 

 

多謝 閣下垂注及合作! 

 

 

 

附件：提名細則、參選表格（包含候選人簡介及範文）、過去七年執行委員會名單 

 

副本交：執委會各委員及顧問 

  各傳道同工 

 

 

 



基督教聖約教會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提名細則零年提名細則零年提名細則零年提名細則  
 

(一一一一)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1.執行委員會委員候選人須執行委員會委員候選人須執行委員會委員候選人須執行委員會委員候選人須：：：： 

1.1 加入基督教聖約教會達五年之會友 

1.2 年齡在廿一歲或以上 

1.3 曾任或現任本會堂會堂委或執事 

1.4 過去五年恆常參與所屬堂會之事奉  

 

(二二二二) 工作範圍及責任工作範圍及責任工作範圍及責任工作範圍及責任 
 

1.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 

1.1 出席會議（現為逢單月第三個星期五晚上舉行），積極了解本會事工及作出合乎聖

經教導之決策。 

1.2 熟悉本會會章及有關手冊內容，明瞭本會方針及策略。 

1.3 職權方面請參閱組織章程第三十五至五十五項 

1.4 參與本會舉辦之有關聚會及活動 

1.5 按需要參與本會其他委員會之工作 

 

(三三三三) 提名提名提名提名 
 

1. 各堂會按第五項之圖表資料提名參選，並須先徵得參選人同意。 

2. 各單位可按其任滿委員數目提名候選人參選，並須徵得參選人同意。 

3. 提名委員會可作出提名。 

4. 根據香港公司法，凡屬本會僱員，不能被提名參與執行委員會之選舉。 

5. 各候選人均需填寫有關資料(包括簡介短文一篇及 4R 生活近照一張)以供投票人參考。 

6. 各候選人之資料請於五月六日前送/寄回總會辦事處。 

 

(四四四四)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 
 

1. 各年議會代表均有投票權。 

2. 選舉用不記名票選方式，以最高票數者當選。 

 

(五五五五) 各委員會之空缺各委員會之空缺各委員會之空缺各委員會之空缺、、、、任期任期任期任期、、、、及參選一覽表及參選一覽表及參選一覽表及參選一覽表：：：： 
 

單 位 任 期 任滿名單 留任名單(任期) 

委員：選出三位 

(以最高票數的首三位當選) 

 

任期三年 黃進第先生(2010) 

楊立功先生(2010) 

謝國忠先生(2010) 

 

後補委後補委後補委後補委員員員員共二位共二位共二位共二位

)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共七位共七位共七位共七位、、、、

 
執

行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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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執
行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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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補委員：兩位 

(以最高票數的第四、五位當選) 

 

任期一年，在任期間若有

委員離職，則由第一、第

二候補依次補上。 

黃楚基先生(2010) 

楊俊威先生(2011) 

余鳳萍女士(2011) 

李春霖先生(2012) 

陳達人先生(2012) 

 



基督教聖約教會基督教聖約教會基督教聖約教會基督教聖約教會 

2010年年議會年年議會年年議會年年議會－－－－參選表格參選表格參選表格參選表格 

姓名：                         (英文)                              性別：               

年齡：                職業：                             學歷：                          

住址： (中)                                                  電話：                  

 (英)                                                                            

 

受洗日期：                  所屬堂會：                    加入該堂年份：         

 

參選單位（請以�表示）： � 執行委員會 

                           

事奉經驗事奉經驗事奉經驗事奉經驗：：：：（請在適當之空格內以�表示） 

 堂  會 聖約教會屬下事工(請註明) 

 堂委/執事 主日學教師 團契導師 團契職員 小組組長 其他 (請註明) 例：執委會、校董會、社委會… 曾任 

 

 

 

      現任 

 

 

 

      

 

      

個人簡介個人簡介個人簡介個人簡介：：：：（請參照附頁的範文並以150至200字在附頁寫上個人簡介。候選人亦可選擇直接以

電腦檔案形式將簡介遞交總會。） 

 

請將此表格連請將此表格連請將此表格連請將此表格連同同同同4R生活近照乙張於生活近照乙張於生活近照乙張於生活近照乙張於2010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6日日日日前交回總會辦事處前交回總會辦事處前交回總會辦事處前交回總會辦事處。。。。 

 

 

授權及聲明授權及聲明授權及聲明授權及聲明：：：： 

本人明白在表格內提供的一切資料，將用作選舉基督教聖約教會執行委員之用，並將給與聖

約教會肢體（包括年議會的投票人）參閱：及 

本人授權提名委員會在有需要時向本人所屬的堂會作出有關參選的諮詢。 

 

 

 

參選人簽署：        提名單位：                          

 

 

 

日      期： 單位印章：                 

附頁 

 



基督教聖約教會年議大會基督教聖約教會年議大會基督教聖約教會年議大會基督教聖約教會年議大會(2010)候選人簡介及範文候選人簡介及範文候選人簡介及範文候選人簡介及範文 
 

範文範文範文範文  

 
 

4R 生活近照一張生活近照一張生活近照一張生活近照一張  

我中學時期（信主時間）在遠東堂信主，

於 1991 年（加入現時參與的聖約教會堂

會的年份）與丈夫一起被差往當時遠東堂

在將軍澳的植堂恩臨堂協助事工發展。後

轉會成為恩臨堂的會友，在大學擔任行政

工作十多年（工作）。我曾在教會擔任執

事、堂委、小組組長、主日學教師及詩班

員（曾擔任的事奉崗位）等，從九十年代

初開始在聖約教會執行委員會中擔任觀

察員及委員，曾代表執行委員會出任社會

服務委員會的成員，現在是堅樂小學的校

董（在聖約教會的事奉經驗）。  

 

候選人簡介候選人簡介候選人簡介候選人簡介 (請以 150 至 200 字為限 )  

 

                                   

                                  

                                  

                                  

                                  

                                  

                                         

                                  

                                  

                                     

                                  

                                  

                                  

（範文電子版可於 2010 年 5 月 6 日或以前電郵至 admin@mcc.org.hk）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教聖約教會教聖約教會教聖約教會教聖約教會    
執行委員會名單執行委員會名單執行委員會名單執行委員會名單（（（（2004-2010年年年年）））） 

 

（（（（    ））））參選人 

年議會年議會年議會年議會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所屬堂會所屬堂會所屬堂會所屬堂會 任期任期任期任期 職位職位職位職位 當當當當選後任期選後任期選後任期選後任期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10 李春霖 遠東堂 2009-2012 主席  

(2009-10) 陳達人 麗道堂 2009-2012 副主席  

 (楊立功) 堅中堂 2007-2010 義務文書  

 (謝國忠) 恩臨堂 2007-2010 義務司庫  

 (黃進第) 堅樂堂 2007-2010 執委  

 余鳳萍 堅樂堂 2008-2011 執委  

 楊俊威 堅中堂 2008-2011 執委  

 黃楚基 遠東堂 2009-2010 後補執委  

      

2009 (李春霖) 遠東堂 2007-2009 主席 2009-2012 

(2008-09) (陳達人) 麗道堂 2007-2009 副主席 2009-2012 

 謝國忠 恩臨堂 2007-2010 義務司庫  

 黃進第 堅樂堂 2007-2010 執委  

 余鳳萍 堅樂堂 2008-2011 執委  

 楊俊威 堅中堂 2008-2011 執委  

 楊立功 堅中堂 2007-2010 執委  

 (黃楚基) 遠東堂   2009-2010 

      

2008 李春霖 遠東堂 2007-2009 主席  

(2007-08) 陳達人 麗道堂 2007-2009 副主席  

 謝國忠 恩臨堂 2007-2010 義務司庫  

 黃進第 堅樂堂 2007-2010 執委  

 楊立功 堅中堂 2007-2010 執委  

 潘樂恆 豐欣堂 2005-2008 執委  

 (楊俊威) 堅中堂 2005-2008 執委 2008-2011 

 (余鳳萍) 堅樂堂 2007-2008 後補執委 2008-2011 

      

2007 李春霖 遠東堂 2006-2009 主席  

(2006-07) 劉劍文 恩臨堂 2006-2009 副主席  

 梁德發 堅樂堂 2004-2007 義務司庫  

 楊俊威 堅中堂 2005-2008 執委  

 潘樂恆 豐欣堂 2005-2008 執委  

 (陳達人) 麗道堂 2004-2007 執委 2007-2009 

 (黃進第) 堅樂堂 2004-2007 執委 2007-2010 

 (楊立功) 堅中堂 2006-2007 後補執委 2007-2010 

 (謝國忠) 恩臨堂 2006-2007 後補執委 2007-2010 

 (余鳳萍) 堅樂堂   2007-2008 



      

2006 (李春霖) 遠東堂 2003-2006 主席 2006-2009 

(2005-06) (劉劍文) 恩臨堂 2003-2006 副主席 2006-2009 

 梁德發 堅樂堂 2004-2007 義務司庫  

 陳達人 麗道堂 2004-2007 執委  

 潘樂恆 豐欣堂 2005-2008 執委  

 楊俊威 堅中堂 2005-2008 執委  

 (楊立功) 堅中堂 2005-2006 後補執委 2006-2007 

 (謝國忠) 恩臨堂   2006-2007 

      

2005 李春霖 遠東堂 2003-2006 主席  

(2004-05) 劉劍文 恩臨堂 2003-2006 副主席  

 杜魏秀珍 堅樂堂 2002-2005 義務司庫  

 陳達人 麗道堂 2004-2007 執委  

 梁德發 堅樂堂 2004-2007 執委  

 黃進第 堅樂堂 2004-2007 執委  

 陳庭光 麗晶堂 2002-2005 執委  

 (楊俊威) 堅中堂 2004-2005 後補執委 2005-2008 

 (楊立功) 堅中堂 2004-2005 後補執委 2005-2006 

 (潘樂恆) 豐欣堂   2005-2008 

      

2004 李春霖 遠東堂 2003-2006 主席  

(2003-04) 黃劉雪貞 恩臨堂 2001-2004 副主席  

 杜魏秀珍 堅樂堂 2002-2005 義務司庫  

 劉劍文 恩臨堂 2003-2006 執委  

 陳庭光 麗晶堂 2002-2005 執委  

 (陳達人) 麗道堂 2001-2004 執委 2004-2007 

 (梁德發) 堅樂堂 2001-2004 執委 2004-2007 

 潘樂恆 豐欣堂 2003-2004 後補執委  

 (黃進第) 堅樂堂 2003-2004 後補執委 2004-2007 

 (楊俊威) 堅中堂   2004-2005 

 (楊立功) 堅中堂   2004-2005 

 (廖婉芬) 盛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