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香港港蟲蟲害害控控制制從從業業員員協協會會  
   PPeesstt  CCoonnttrrooll  PPeerrssoonnnneell  AAssssoocciiaattiioonn  ooff  HHoonngg  KKoonngg  

 
召開第十九屆會員大會及 2019-2021 年度新一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通告一)                 文件编號:PCPA/AGM2019/2405/1 
敬啟者：                       
 
本會謹定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晚上六時三十分假座香港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怡和街 88 號）Monca Room B1，召

開第十九屆全體會員大會及 2019-2021 年度新一屆執行委員會選舉；敬希 台端/貴公司撥冗出席或以書面委派代表出席會

員大會，以免人數不足而『流會』，並歡迎各會員報名參選，有意參選執行委員而又符合會章內參選資格規定之會員，請在

5 月 16 日(周四)下午五時前填妥下列參選表格傳真往 2711-6822 本會辦事處。   此致  各會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議議程                                                                  文件编號:PCPA/2019/5/AM1 
 (1)通過大會議程及確認大會的進行      (2)主席報告/大會報告  

(3)會務工作報告  (參考文件編號: PCPA/2019/5/AM2) 

(4)審議通過 2018-2019 年度財務週年報告  (參考文件編號: PCPA/2019/5/AM3) 
(5)審議通過 2019-2020 年度財務預算案   (參考文件編號: PCPA/2019/5/AM4) 

 (6) 審議通過公司會籍會員的代表需具有 “技術資格” 之條款(參考文件編號: PCPA/2019/5/AM5) 
(7) 新一屆執行委員選舉的指引         (8) 進行 2019-2021 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的選舉    (9) 討論其他事項 

註：(1)各類會籍會員必須擁有效會籍身份及符合會章規定，方享有大會出席權及投票權、 
(2)假如會員屆時無暇出席會議，則可委派代表(必須擁有會員身份)出席，但必須填妥及親自簽署下列指定表格給與出

席代表於當晚大會舉行前遞交大會秘書審核。若發生授權書有效性的爭議，最終裁決交由會員大會裁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會章第二章第 6 條第 c,d,e 節內的列載內容：-                    
第c節 表決權及投票權 

c-1  各級別個人會籍會員，須符合在全體會員大會會議召開日期前最少六個月(相等于 180 天)或以上期限已被批准正式

成為會員及在大會會議召開日期前 12 個月(相等于 365 日)內已繳納應付的年費等之規定的會員，則在會員大會會議

內享有表決權及投票權。 
 c-2  被批准成為公司會籍之會員，並須符合在全體會員大會會議召開日期前，已繳納該年度應付的 

年費之規定的公司會員，則在會員大會會議內享有 單一表決權及投票權。 
   參選權及被選權 

c-3  各級別個人會籍會員，須符合成為正式會員身份連續性超過 24 個月或以上並已繳納該段期間之應付年費，並須從事

滅蟲行業五年或以上及必須擁有香港永久居留身份的資格等的規定，則可享有參選權及被選權。 

 c-4   各類別之公司會籍會員除享有單一表決權及投票權外，則沒有享有參選權及被選權。 
c-5  各級別個人會籍會員在選舉大會會議召開日期前 12 個月(相等于 365 日)內還未繳納應付的年費之規定的會員，則未

能享有參選權及被選權。 

 
本會會章第三章第 8 條第 b 節內的列載內容：- 
職級：執行委員七名及候補執行委員二名。會長壹名、副會長壹名、秘書、財務等職級各一名(執行委員會內互選產生)。 

 

 

秘書處/執委會 10.5.2019 

本份通告分通告 一 及 二  
 



PCPA of HK 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 (通告二) 

2019 年度會員大會專用表格 
 

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會員大會出席授權書    文件编號:PCPA/AGM2019/2405/2 

  
大會秘書處： 

 
本人/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証號碼■■■□□□□(  )，因為無暇出席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舉行的會員大會，因此委派_________________君，身份証號碼■■■□□□□(  )代表本人/本公司

出席會議及全權代表本人/本公司投票表決各議案。若本人如期出席，本授權書即自動作廢。 
 
個人會員：___________________(簽署)             個人會員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署) 
公司會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蓋章及簽署) 
公司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蓋章及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 
 
 註： (1)必須全部填妥授權書內空欄及會員與其代表(必場須是會員身份)親自簽署，授權書方作有效。  

(2)身份証號碼一欄，衹須填寫身份証號碼最後五個字。 
(3)此授權書有需要可影印交與其他有需要的會員。 
 

---------------------------------------------------------------------------------------------------------------------------------- 
                 參選執行委員會委員席位報名表    文件编號:PCPA/AGM2017/0505/3 

大會秘書處：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証號碼■■■□□□□(  )，有意參加 2019-2021 年度執行委員會 

 
委員之選舉，並會遵守會章內及大會規定的有關選舉條例，本人的簡歷如下： 
 
任職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入行年資______年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傳真：________________簽 署：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大會出席授權書 及 參選執行委員會委員報名表 請傳真往專用 fax No.2711-68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 
2019 年會員聯歡晚宴將會於會員大會同日當晚 7:45PM 舉行，各會籍會員可享優惠價(本會津貼)
參與當晚聯歡晚宴；歡迎各會員踴躍出席當晚會員大會及聯歡晩宴. 

(詳情參閱附件) 
 
如有任何查詢或提出任何意見，歡迎致電本會電話：8108-2770 或 9388-7558 Peter Leung 



PCPA of HK          [2019 年週年會員聯歡晚宴]       PCPA/AN/05/2019/1 

聯歡中式晚餐                          通告                        10.5.2019 

 

日期：24.05.2019(周五)                           時間：六時半恭候、八時正入席 
地點：香港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 Monca Room B1 晚宴每位成本(包含部份抽獎物品及雜支)支出： HK$580.00 

費    用：非會員或非有效會員、                           每位 HK$480.00 
個人會員(擁有有效會籍，即已繳交應付的會費及需親自出席)    特惠津貼價 每位 HK$350.00 
公司會籍(擁有有效會籍，即已繳交應付的會費) 壹位免費、 二位特惠津貼價 每位 HK$350.00 

 
節    目：餐前雜果飲品、有獎問答遊戲、大抽獎..等。 
參    與：歡迎各會籍會員、其親友及業界友好登記出席，藉此在百忙中，難得機會聚首一堂，共渡聯歡之夜。 

報名及繳費方法：先填妥下列表格傳真往 2850-6685 本會辦事處；繳交費用可前往本會辦事處或用劃線支票遞交到

本會聯絡辦事處，香港柴灣祥利街 18 號祥達中心 4 樓 405 室(支票抬頭以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或 Pest Control 

Personne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截止報名：22.5.2018(星期三),下午五時三十分前；基於中式晚宴,座位有限，有意參與晚宴之會員、友好，敬請從

速報名；本會以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詢： 8108-2770 / 9039-6679 梁先生(Peter) 

 

 ♥ 歡迎各會員贊助禮物作抽獎之用，以增加晚宴熱鬧氣氛  ♥   
規範： 

(1) 有意出席晚餐之會員或人仕，必須預早簽妥報名表格並在限期前傳真回本會以作登記及必須經本會確認，方

享出席權。 

(2) 已報名之人仕，如臨時缺席者，均一律須繳交大會晚餐其所應付的費用。 

(3) 各参與公司及人仕之晚宴之收費準則，執行委員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歡聚餐報名表 (可覆印)                   傳真往：2850-6685 
致：PCPA 籌備工作組 
 
(1)本公司擁有效會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名稱) 會派

代表_____名參與 24.05.2019(星期五) 會員聯歡晚宴。 
應付聚餐費共：免費____位(只限有效公司會籍壹位)、 

特惠價 HK$350.00 x ____位、非會員價 HK$480.00 x _____位。 
即付餐費共 HK$_____________ 

 
(2)本人擁有效個人會籍，姓名_________________及非會員____名會出席參與 24.05.2019(星期五) 會員

聯歡晚宴。應付聚餐費：有效個人會員特惠價 HK$350.00 位、非會員成本價 HK$480.00 x _____位， 
即付餐費__________元。   

 
□ 本人/本公司將會贊助聯歡抽獎禮品_____份、現金利是________元。 
 
聲名：我等明白一經報名出席聚餐，若當晚缺席，須繳交大會已支付晚餐的個人費用。 
 
個人會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會員蓋章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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