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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2020 年周年大會”)通告 

 

        玆通告 謹定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晚上六時三十分，假坐 九龍油麻地窩打

老道 23 號城景國際酒店五樓鑽石廳 舉行周年大會，商議以下事項：  

 

1.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幹事會會長報告。  

2.    省覽及通過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報告。  

3.    委任義務核數師。 

4.    建議會章修訂 (見 附件 3)。 

 

5.    其他。  

 

 

承幹事會命 

羅聖渝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 

 

附註：- 

時間 : 18:30pm – 19:15pm 會員週年大會 

19:30pm – 21:30pm 週年晚宴 (中式菜餚) 

晚宴費用: 每位會員(费用：$250）；非會員 （費用：$350） 

 

1. 全體會員有參加會議權。 

2. 提議與表決權： 

➢ 高級專業會員、專業會員及會員有提議及表決權。 

➢ 其他會員有提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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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提議須於須於 2020 年 7 月 27 日下午 12 時 或之前以書面電郵至 admin@hkisp.org.hk 向幹事會

提交，方為有效。 

4. 任何合資格的會員(專業會員、會員)有權出席週年大會及投票，亦有權委任一位學會會員作為其

代理人，代其出席及投票。但被授權者不得代授權者進行臨時動議之表決。 

5. 代理人委託書及簽署人的授權書必須於 2020 年 7 月 27 日下午 12 時或之前電郵至 

admin@hkisp.org.hk，方為有效。 

 

附件:- 

1. 回條 

2. 代理人委託書 

3. 建議會章修訂附件 

 

e-回條： 

https://forms.gle/FB1EUij4jy3pFo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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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活動：2020 年會員週年大會及週年晚宴 

回條 

 

日期  : 2020-07-28 (Tue)   

時間  : 18:30pm – 19:15pm 會員週年大會      

19:30pm – 21:30pm 週年晚宴 (中式菜餚)  

地點  :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城景國際酒店五樓鑽石廳 

晚宴費用: 每位會員(費用：$250）；非會員 （費用：$350） 

 

回覆方法： a) 將回條電郵至 admin@hkisp.org.hk 或 what’s app 6167 8465; 或  

b) 網上回覆：https://forms.gle/FB1EUij4jy3pFo197 

 

姓名：…………………………………      會員編號：…………………………… 

 

電話：…………………………………      電郵地址：…………………………… 

  

□將會出席 2020 年 7 月 28 日週年大會。  

□將會出席 2020 年 7 月 28 日週年晚宴。 

□將不會出席 2020 年 7 月 28 日週年大會。  

□將不會出席 2020 年 7 月 28 日週年晚宴。 

 

繳款方法： 

1) 郵寄 劃線支票至「東九龍郵箱 68153 號」（支票背後註明活動名稱、姓名及聯絡電話）; 或 

2) ATM 或網上轉帳，銀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香港保安專業學會 848-688545-838 在列印收

據上註明活動名稱、姓名及聯絡電話，以手機拍照，並電郵 至 admin@hkisp.org.hk ; 或  

what’s app 6167 8465 ; 或 

3) 本會轉數快 account 為 admin@hkisp.org.hk; 銀行編號 004;  

截止日期： 2020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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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度會員大會 

代理人委託書 
 

本人……………………………… (姓名)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員編號…………………………………  會 出席 / 委任 

 

……………………………(會員姓名)，如他未能出席，則委任…………………………(會員姓名) 作為本人的代表，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晚上六時三十分，假坐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23號城景國際酒店五

樓鑽石廳舉行周年大會，商議以下事項：  

 

1.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幹事會會長報告。  

2.    省覽及通過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報告。  

3.    委任義務核數師。 

4.    建議會章修訂 (見附件 3)。 

 

5.    其他。  

 

 

 

 

附註:- 

⚫ 請用中文清楚填寫姓名。 

⚫ 請在上文的 出席 / 委任 選擇其一。 

⚫ 在投票事項適當空格加 √。 

⚫ 請於 2020-07-27，12:00 AM 前 電郵至 admin@hkisp.org.hk 或 what’s app 6167 8465 回覆。 

 

 

日期：   …………………………………………簽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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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事項 贊成 不贊成 無意見 

建議修訂會章第十一節-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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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投票建議會章修訂 

 

2020 年 AGM 建議會章修訂如下:  
 

第十一節-Page 7 原本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違背法律及違背本會利益者。 

二、違反本會章程或決議事項及言行妨害本會名譽權益者。 

三、有刑事案紀錄者。 

修訂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違背法律及違背本會利益者。 

二、違反本會章程或決議事項及言行妨害本會名譽權益者。 

三、有刑事案紀錄者 (本會會因應情況作個別考慮）。 

 

第十六節-Page 10 原本  

在任何下述情況本會可經幹事會特別會議通過，取消任何會員之會籍：- 

 

一、 妨礙會務進行。 

二、 作出任何損害本會利益或聲譽之行為。 

三、 擅自公開發表攻擊本會之言論或文字。 

四、 曾被香港法庭裁定犯上任何罪行，並就該罪行被判處為期超逾六個月而又不得選擇以罰款

代替的監禁（不論是否獲得緩刑）。 

五、 會員專業失當行為者，經過本會幹事會的決議取消會籍。 

 

修訂為：- 

任何會員 

一、 妨礙會務進行。 

二、 作出任何損害本會利益或聲譽之行為。 

三、 擅自公開發表攻擊本會之言論或文字。 

四、 有刑事案紀錄者 (本會會因應情況作個別考慮）。 

五、 會員專業失當行為者，經過本會幹事會的決議取消會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