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糸東流空手道黑帶會
2019 – 2020 年度
第七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

： 2020 年 6 月 28 日

時間

： 晚上 9 時 35 分

地點

： 視像會議 Google Meet

主席

： 方浩南 (鯉魚門道場代表)

記錄者

： 謝家碧 (秘書長)、李志龍 (副秘書)

出席者

： 黃梅芳 (內務副主席)
林潤疇 (外務副主席 / 灣仔道場代表)
羅鎮榮 (財政)
陳廷臻 (副財政)
莫啟超 (技術主任 / 石硤尾道場代表)
陳傳文 (副技術主任)
黎翠筠 (宣傳主任 / 馬鞍山道場代表)
陳仁強 (副宣傳主任)
方浩銘 (康樂主任)
黃頴欣 (副康樂主任)
黃偉聲 (聯絡主任)
柯庭芝 (副聯絡主任)
譚善威 (紅磡道場代表)

顧問

： 梁伯偉師父、黃家棟師父、梁伯祺師父

缺席致歉

： 卓偉倫 (藍田道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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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跟進人
1.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1.1. 第二次會議議程有下列修正︰
1.1.1. 項目 4 報告事項加入[去舊迎新 BBQ]報告
1.2. 一致通過修正後的是次會議議程。
2. 通過第七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2.1. 梁伯祺師父在會議前電郵有關第一次會議記錄的修正及疑問，經副秘書 謝家碧
李志龍師兄覆檢當天錄音，已作出修正，並在會議兩天前再電郵各位師
李志龍
父及委員。
2.2. 方浩南師兄提出修正項目 5.2.4，世界聯盟主席是岩田源三，第三代宗
家是摩文仁賢雄。
2.3. 一致通過經修正後第七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3. 跟進第一次會議記錄事項
3.1. 林潤疇師兄已代表黑帶會出席聯會會議，會在報告事項中報告。
3.2. 周年大會選舉時投票資格及會員收費程序，財政會在下一屆周年大會選
舉前交代清楚。
3.3. 協會網頁加密事宜，陳仁強師兄會在報告事項中匯報。
3.4. 協會風褸訂製情況，陳廷臻師兄會在報告事項中匯報。
3.5. 紅磡青年空間的自衛術課程，由於疫情關係，沒有進一步消息及資料。
3.6. 新一期期刊，黃偉聲師兄會在報告事項中匯報。
3.7. 黑帶會委員轉名事宜，方浩南師兄在 5 月 12 日已收到警務處牌照課信
件，表示已收到黑帶會在 1 月 12 日寄遞的更改委員名單事宜的申請表
格，並已記錄在案。
3.8. 財政羅鎮榮師兄表示，由於疫情關係，仍未往中國銀行辦理黑帶會戶口
轉名手續。方浩南師兄建議財政應盡快處理，因為需要安排時間到銀行 羅鎮榮
簽名等等。
3.9. 方浩南師兄表示，由於疫情關係，昇段試及集訓都沒有舉行。有關各道
場進步獎，會在討論事項中討論。
4. 報告事項
4.1. 財政報告
羅鎮榮
4.1.1. 羅鎮榮師兄沒有準備相關資料匯報。
4.1.2. 方浩南師兄建議，每次會議的財政報告是包括自上次會議之後黑
帶會的財政狀況，包括收入及支出，有別於周年大會的年度財政
報告，希望財政盡快補充相關資料交予秘書加入是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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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4.7.

內。
4.1.3. 有關查詢花旗銀行開設社團戶口事宜，羅鎮榮師兄沒有相關資料
匯報。方浩南師兄建議宜盡快進行。
聯會報告
4.2.1. 林潤疇師兄首次代表黑帶會出席聯會會議，由於沒有任何活動舉
行，故沒有相關內容報告。
4.2.2. 方浩南師兄補充，聯會會議中有提過延期舉行研討會及裁判集
訓，也討論過情商梁為文師父安排集訓。
新一期期刊
4.3.1. 黃偉聲師兄報告，新一期期刊在 4 月底已上載 Facebook，內容
以不同活動圖片為主，包括周年大會、研討會及集訓、昇段試、
海外集訓及考試、本地比賽、參加者心聲、燒烤聯誼、會員最新
動向。
4.3.2. 方浩南師兄讚賞期刊內容豐富及美觀，收到的評價及回響非常
好。
4.3.3. 黃頴欣師姐建議正副聯絡主任繼續討論及研究下一期的內容。
網頁加密及電子證書
4.4.1. 陳仁強師兄報告，新的合約由 2020 年 4 月生效，年費為
HK$1294，收據會交予財政。
協會風褸
4.5.1. 陳廷臻師兄報告，他改動了部份設計並徵詢大家意見。
4.5.2. 方浩南師兄及李志龍師兄均表示，原有設計已通過採用，不需要
更改。
4.5.3. 方浩南師兄建議應沿用舊設計去問價，可考慮試用”熱昇華”印刷 陳廷臻
技巧。報價後可再在會議中討論，不必急於決定生產，因為暫時
沒有什麼活動需要穿著。
協會教練證書續期
4.6.1. 方浩南師兄報告，已續期的教練包括方浩南、黃梅芳、莫啟超、
陳傳文、黃頴欣、卓偉倫，希望其他教練檢視自己的證書是否已
屆三年期限，並在未來一兩星期內遞交續期表格。費用方面有待
梁伯偉師父通知。
去舊迎新 BBQ
4.7.1. 黃頴欣師姐報告，1 月 19 日在茅湖仔獅子會青年營舉辦了[去舊
迎新 BBQ]，當晚出席人數共 57 人，總支出$9910.86，收入為
$7530，獲黑帶會資助$2000，最終虧損$380。原因為場地的收費
以 12 歲為分野定出成人及小童收費兩項，而黑帶會活動的收費
一向以學生及成人兩個類別，於是出現了差額。
4.7.2. 方浩南師兄提議由黑帶會負責填補虧損，大家一致同意。
4.7.3. 李志龍師兄建議，日後的活動收費可以參考租用場地的收費。
4.7.4. 方浩南師兄認為當晚的氣氛很開心、遊戲也包含空手道元素。
4.7.5. 黃梅芳師姐認為抽獎禮物只是其次，不必佔太多開支。
4.7.6. 莫啟超師兄建議活動收費首要配合場地收費，有餘額才考慮抽獎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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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道場報告
5.1. 鯉魚門道場：方浩南師兄報告，由於疫情及限聚令，在 5 月 24 日恢復
操練，人數初期以 8 人為上限，後來放寬至 16 人。連同灣仔道場、石
硤尾道場及藍田道場聯合採用 google excel 在網上報名方可出席。練習
內容方面，盡量減少劇烈動作，出席學員可以自行決定在練習時是否戴
口罩，唯教練必須戴口罩。課程進度大致上已回復。
5.2. 石硤尾道場：莫啟超師兄報告，由於希望較多學員可以復操，所以同一
時段由陳傳文師兄訂另一場地操練。練習內容以簡單為主，也安排一些
並非考試內容的動作及套拳，亦有手靶及腳靶練習。但配戴口罩練習太
焗。
5.3. 灣仔道場：林潤疇師兄報告，復操也是同一時間訂了兩個場，分別是黑
啡帶一組，其他色帶另一組。由黃偉聲師兄負責另一個場，操練一小時
後學員會交換場地繼續練習，有勞柯庭芝師姐負責訂場。
5.4. 紅磡道場：譚善威師兄報告，中心在 6 月 26 日才恢復開放，規定人數
限 8 人，而且所有參加者必須戴口罩，暫時有 3 至 4 名學員出席。
5.5. 紅磡道場兒童班︰黃家棟師父報告，6 月中才恢復練習，由小燕師姐負
責，主要是聯絡舊同學出席。復操了 2 堂，約 4 人左右。中心表示會考
慮暑假招生，7 月份會放寬 8 人的限額。
5.6. 馬鞍山道場：黎翠筠師姐報告，5 月底復操，也是同時訂了兩個場，人
數跟以往差不多，正常練習。
5.7. 藍田道場︰黃偉聲師兄代報告，復操後至今有 10 人左右出席，會避免
有身體接觸的練習。
5.8. 鯉魚門道場兒童班：黃梅芳師姐報告，首次復操時只限 9 至 12 歲的學
員出席，大約有 5 名學員。場地以小型雪糕桶分隔彼此間距離，學員必
須戴上口罩，練習期間會不定時詢問學員的身體狀況，練習內容以輕鬆
為主。會考慮在一星期後開放給 6 至 8 歲的學員加入。黃頴欣師姐補
充，屆時會多提點學員注意個人衛生，中途需喝水要保持適當距離。
5.9. 石硤尾道場兒童班：陳傳文師兄報告，6 月 28 日才復操，有 8 人出席，
需要戴口罩練習。
5.10. 方浩南師兄補充，由於限聚令為 16 人，故暫時不考慮招生。
6. 討論事項
6.1. 昇級試及集訓
6.1.1. 方浩南師兄報告，原定 3 月或 4 月舉行的昇段試因疫情關係而取
消，會考慮在 9 月或 10 月舉辦，需要與聯會溝通確實日期。
6.1.2. 梁伯偉師父認為，昇段試其實是一項需求，要考慮是否有學員已
在準備中或甚至準備妥當去參加考試。教練有責任去關注學員的
情況及需求，若有決定可以通知聯會。
6.1.3. 方浩南師兄建議各道場代表留意有沒有學員已準備可以在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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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明年 1 月參加昇段試。
道場代
6.1.4. 梁伯偉師父認為宜在擬定昇段試日期的 2 個月前通知聯會及友會 表
準備。
6.1.5. 黃家棟師父認為要視實際情況及考生準備情況才作決定。
6.1.6. 梁伯祺師父建議向友會的師父徵詢有關昇段試的意見，因為可能
友會有學員已準備好。
6.1.7. 方浩南師兄表示會負責與友會師父聯絡跟進。
6.1.8. 關於集訓，方浩南師兄表示，由於 16 人的限聚令仍生效，故會
繼續留意實際情況發展才作決定。
方浩南
6.1.9. 黃家棟師父認為，除了考試集訓，也希望能舉辦新加坡交流的搏
擊集訓‧
6.2. 各道場進步獎
6.2.1. 方浩南師兄認為，由於停操了起碼 5 個月，故進步獎的考量需要
延後，直至一切練習回復正常。
7. 其他事項
7.1. 方浩南師兄分享，藍田道場有學員表示上次參加由黑帶會舉辦的燒烤很
開心，建議黑帶會考慮安排釣魚活動，地點為白沙灣魚排。
7.2. 方浩南師兄報告，空手道總會已發出電郵通告，有關全港青少年大賽的
舉行及報名，大家要留意比賽報名方式是由道場代表在網上進行。
7.3. 陳廷臻師兄報告，因為配戴了口罩，道場的氣氛、傳聲比較差，如加插
音樂及利用擴音器效果會較好。
7.4. 梁伯偉師父詢問各教練有沒有申請政府推出的『向註冊教練提供一次性
補助金計劃』。方浩南師兄表示沒有，因為他不是全職教練，所以認為
不合資格申請。陳傳文師兄表示有遞交申請表及相關文件，梁伯偉師父
建議他下次匯報申請結果。
7.5. 陳傳文師兄報告空手道總會正安排裁判招募培訓及考試，希望合資格的
黑帶會員報名參加。

道場代
表

陳傳文

8. 下次會議日期
8.1. 日期：暫定 2020 年 10 月 4 日。
9. 散會時間
9.1. 時間：晚上 11 時 10 分。

主席 – 方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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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 謝家碧

副秘書 – 李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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