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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三
星期三)
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
粉嶺圍村公所
振聲
陳基堂
永新 土信 興權 國華 潤培
坤泉 振聲 耀初 鏡清 美球
焯明 根華 煜華 穎健 培貴
慶連 創業 未齊

應佳
儉福
國石

國權
彭貴
柱福

偉發
萬權
揮雄

【座談會內容】
座談會內容】
研討有關英國
研討有關英國倫敦
英國倫敦海外彭氏宗親會
倫敦海外彭氏宗親會(以下稱
海外彭氏宗親會 以下稱宗親會
以下稱宗親會)委任司
宗親會 委任司
理的準則及成立會所的歷史。
理的準則及成立會所的歷史。
1.1 振聲歡迎各位
振聲歡迎各位宗親會
歡迎各位宗親會兄弟出席座談會
宗親會兄弟出席座談會，
兄弟出席座談會，是次座談會純粹是
傾談形式，
傾談形式，無需議決通過任何商討的事項，
無需議決通過任何商討的事項，大家都可暢所
宗親會秘書揮雄發表有關
揮雄發表有關當
欲言，
欲言，互相交流意見。
互相交流意見。振聲請
振聲請宗親會秘
發表有關當
年購置英國
購置英國倫敦海外彭氏宗親會
英國倫敦海外彭氏宗親會會所
倫敦海外彭氏宗親會會所物業的過程
會所物業的過程;
物業的過程 例如在
律師樓或會計師樓曾辦何種手續與及如何產生司理等
律師樓或會計師樓曾辦何種手續與及如何產生司理等。
計師樓曾辦何種手續與及如何產生司理等。
1.2 揮雄請曾任
宗親會理事長及 1 屆會長的耀初
屆會長的耀初村代表
耀初村代表
揮雄請曾任 10 屆宗親會理事長及
發言。
發言。
清福等兄弟發起購置宗親會
1.3 耀初謂最初是由
耀初謂最初是由國石
謂最初是由國石、
國石、錦渭、清福等兄弟發起購置
等兄弟發起購置宗親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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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會所，
會所，當時向璧
當時向璧峰祖借錢
峰祖借錢，
借錢，由於璧
由於璧峰祖現金短缺
峰祖現金短缺、
現金短缺、改而向
大德堂借錢
大德堂借錢，
借錢，在本村及海外的兄弟及鏗然
在本村及海外的兄弟及鏗然宗兄的大力支持
鏗然宗兄的大力支持
下終於成功購入了宗親會
下終於成功購入了宗親會的
宗親會的倫敦會所
倫敦會所，
會所，最初的司理人是國
最初的司理人是國
石、齊穩、
齊穩、富壽及
富壽及灶光，
灶光，現任的司理是其本人、
現任的司理是其本人、國石、
國石、富壽
及
柱福。
柱福。2000 年時、
年時、鏗然宗兄建議在村中選出
鏗然宗兄建議在村中選出志恒
宗兄建議在村中選出志恒與
志恒與達財接
達財接
替國石及
國石及富壽。
富壽。
宗親會成立之初
宗親會成立之初、
成立之初、四位司理確實擁有絕對的權力去處理宗
四位司理確實擁有絕對的權力去處理宗
親會業權事，
業權事，後經潤輝
後經潤輝及
存生訂定會章呈上田土廳登記並
潤輝及存生訂定會章呈上田土廳登記
訂定會章呈上田土廳登記並
註明 4 位司理人並
位司理人並非業權擁有人，
非業權擁有人，只是代表粉嶺彭大德堂
只是代表粉嶺彭大德堂
族人去處理事務
族人去處理事務。
處理事務。
振聲問
振聲問耀初該份文件是否通過
耀初該份文件是否通過英國
該份文件是否通過英國的律師樓
英國的律師樓在田土廳辦理
的律師樓在田土廳辦理
並註明 4 位司理人只是信託人而並
位司理人只是信託人而並非宗親會物業的業權人
宗親會物業的業權人，
物業的業權人，
無權買賣宗親會的物業。
無權買賣宗親會的物業。
耀初答是
耀初答是；
答是；揮雄同時向各位村代表及出席者展示該份文件
揮雄同時向各位村代表及出席者展示該份文件
的影印本，
的影印本，並出示創會會刋亦有清楚寫上宗親會
出示創會會刋亦有清楚寫上宗親會的業權屬
宗親會的業權屬
彭大德堂所有
彭大德堂所有。
所有。
柱福謂既然大家都明白
柱福謂既然大家都明白宗親會
謂既然大家都明白宗親會物業的業權屬
宗親會物業的業權屬彭大德堂
物業的業權屬彭大德堂所有
彭大德堂所有，
所有，
同時亦明白 4 位司理人是無權將物業買賣，
位司理人是無權將物業買賣，為何村內近年
不斷有要求更換司理的聲音？
不斷有要求更換司理的聲音？
振聲表示事情源自
、04 年鏗然宗兄仍在位時，
振聲表示事情源自 2003、
宗兄仍在位時，國石
及富壽 2 位司理謂年事已高，
位司理謂年事已高，希望由年青一輩接任，
希望由年青一輩接任，後經
村中多次會議商討通過接受由鏗然
村中多次會議商討通過接受由鏗然宗兄推薦的
鏗然宗兄推薦的志恒
宗兄推薦的志恒及
志恒及達財
接任，
接任，事件絕對不涉及有爭奪的意圖，
事件絕對不涉及有爭奪的意圖，宗親會在
宗親會在 2004/05
的會議上亦有議決通過接受此安排。
的會議上亦有議決通過接受此安排。
柱福稱
柱福稱鏗然宗兄約在多年前曾到
鏗然宗兄約在多年前曾到宗親會
他認為英國
宗兄約在多年前曾到宗親會開會
宗親會開會，
開會，他認為英國
的宗親處理會務井井有條、
的宗親處理會務井井有條、賬目清楚，
賬目清楚，應該繼續由英國
應該繼續由英國的
英國的
宗親去管理，
宗親去管理，並無提及交由香港的兄弟去管理。
無提及交由香港的兄弟去管理。
至於先前通過由 2 位村中兄弟去接替國石
位村中兄弟去接替國石和
國石和富壽，
富壽，其本人
亦無意見，
亦無意見，但是必
但是必須尊重 2 位老人家的意願，
位老人家的意願，如若他們現
2

在不願退出，
在不願退出，我們不應強迫他們！
我們不應強迫他們！
1.9 潤培謂
潤培謂國石與
國石與富壽在最近的會議中都表示不欲退出
富壽在最近的會議中都表示不欲退出，
在最近的會議中都表示不欲退出，並謂
他們現時的健康狀況良好。
他們現時的健康狀況良好。
1.10 揮雄表示於
揮雄表示於 2005 年時潤輝
年時潤輝任副理事長時
潤輝任副理事長時宗親會
任副理事長時宗親會已開會通
宗親會已開會通
過接受村中的建議，
過接受村中的建議，由達財及
達財及志恒接替
志恒接替國石
接替國石及
國石及富壽的司理
富壽的司理
之位，
之位，當時宗親會
當時宗親會亦曾寄多封信請村公所盡快辦理更換司
宗親會亦曾寄多封信請村公所盡快辦理更換司
理人的手續，
理人的手續，但時至今日、
但時至今日、村公所仍未有行動；
村公所仍未有行動；故事情的
責任已不在宗親會
責任已不在宗親會，
宗親會，同時國石
同時國石與
國石與富壽最近表示身體健康狀
富壽最近表示身體健康狀
況良好而不欲退出。
況良好而不欲退出。
揮雄指出
揮雄指出宗親會
指出宗親會會章第
宗親會會章第 4 條列明如有重大的決議、
條列明如有重大的決議、必須在
開會前預早通知全體會員召開會員大會，
開會前預早通知全體會員召開會員大會，並須有超過 50 名
會員出席會議，
會員出席會議，同時要有註冊會計師在場，
同時要有註冊會計師在場，議決必
議決必須獲得
超過出席會議者 4 份之 3 的人數贊成才可通過。
的人數贊成才可通過。
宗親會會員是
宗親會會員是包
會員是包括所有超過 18 歲的源自香港彭大德堂
歲的源自香港彭大德堂的
香港彭大德堂的
海外彭氏宗親會男女宗親及所有在
海外彭氏宗親會男女宗親及所有在香港
男女宗親及所有在香港的
香港的彭大德堂男女成
彭大德堂男女成
員。
1.11 國石表示當年購置會所的構思是由
國石表示當年購置會所的構思是由富華
表示當年購置會所的構思是由富華宗叔發起
富華宗叔發起，
宗叔發起，無奈
富華宗叔英年早逝
富華宗叔英年早逝，
宗叔英年早逝，及後再在鏗然
及後再在鏗然宗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
鏗然宗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
完成。
完成。成立及購置宗親會
成立及購置宗親會的目的重點是維繫鄉情及團結宗
宗親會的目的重點是維繫鄉情及團結宗
親，我們做人必
我們做人必須飲水思源，
須飲水思源，當年如沒有公家經濟上的支持
當年如沒有公家經濟上的支持、
沒有公家經濟上的支持、
根本無法買得起此會所物業，
根本無法買得起此會所物業，當時的買入
當時的買入價是 16 萬 8 千英
鎊，在當時來說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目。
在當時來說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目。
1.12 揮雄謂
揮雄謂當年如若沒有海外的宗親奔走協助，
當年如若沒有海外的宗親奔走協助，同樣亦無法購
置會所。
置會所。
1.13 揮雄問
揮雄問國石當年宗親會
當年宗親會在購置物業後有無將借款及利息歸
宗親會在購置物業後有無將借款及利息歸
還給大德堂
還給大德堂？
大德堂？
1.14 國石謂
國石謂宗親會在後來是有將欠款歸還給
宗親會在後來是有將欠款歸還給大德堂
在後來是有將欠款歸還給大德堂，
大德堂，但沒有計
算利息。
算利息。
1.15 土信謂當時的主要籌款人是國石
土信謂當時的主要籌款人是國石、
國石、庚申、
庚申、富壽、日華及
日華及齊穩。
齊穩。
1.16 揮雄總結各人的說話
總結各人的說話，大前提是團結
大前提是團結所有海外兄弟及
團結所有海外兄弟及在港
所有海外兄弟及在港
揮雄總結各人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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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中叔伯
村中叔伯兄弟
叔伯兄弟。
兄弟。
宗親會的會章甲項訂定
宗親會的會章甲項訂定司理人選是由南便
的會章甲項訂定司理人選是由南便、
司理人選是由南便、北便、
北便、圍心、
圍心、
掃管埔及
掃管埔及粉嶺樓各選一位
粉嶺樓各選一位，
各選一位，但由於當時的英國
但由於當時的英國法例最多只
英國法例最多只
可 4 位，故當時便選了 4 位德高望重而又對宗親會
位德高望重而又對宗親會有貢獻
宗親會有貢獻
者出任司理，
者出任司理，至今已做了 27 年，期間宗親會
期間宗親會並
宗親會並無行差踏錯，
無行差踏錯，
每月都有將會議及收支記錄寄回村公所。
每月都有將會議及收支記錄寄回村公所。揮雄在接手任
揮雄在接手任秘
在接手任秘
書前曾有一段時間無寄錢回大德堂
書前曾有一段時間無寄錢回大德堂，
大德堂，後經開會商討決定將
當時宗親會
當時宗親會滾存的一半共
宗親會滾存的一半共 5 萬英鎊於
萬英鎊於 12/1/05 滙給大德堂
滙給大德堂。
大德堂。
1.17 振聲表示目前我們這一代對於
表示目前我們這一代對於粉嶺圍的
粉嶺圍的鄉土觀念是十分濃
振聲表示目前我們這一代對於粉嶺圍
厚，但是到下一代以後在海外出生之輩對於鄉土及粉嶺圍
但是到下一代以後在海外出生之輩對於鄉土及粉嶺圍
的一切都會變
的一切都會變得淡薄與模糊，
得淡薄與模糊，目前綜合大家的意見是現在
目前綜合大家的意見是現在
4 位宗親會的
宗親會的 4 位司理人照舊繼續留任直至其本人提出辭
任時再作改選。
任時再作改選。
1.18 振聲希望加強海外
希望加強海外彭族年青一輩對宗親會
年青一輩對宗親會及村中的歸屬感
宗親會及村中的歸屬感，
及村中的歸屬感，
振聲希望加強海外彭
建議宗親會
建議宗親會籌辦一
宗親會籌辦一些
籌辦一些定期刋物，
定期刋物，像鄉議局的刋物
鄉議局的刋物〔
的刋物〔鄉情〕
鄉情〕，
可將內容放上網站，
可將內容放上網站，此舉可加強溝通聯繫從而增強青年對
此舉可加強溝通聯繫從而增強青年對
粉嶺圍的歸屬感
粉嶺圍的歸屬感。
的歸屬感。
1.19 揮雄謂
揮雄謂宗親會現時已設有獎學金
宗親會現時已設有獎學金，
現時已設有獎學金，宗親會的
宗親會的 4 樓設有電腦
房及卡拉 OK 等。主席的建議甚佳
的建議甚佳，但由於宗親會
但由於宗親會的成員
宗親會的成員
主席的建議甚佳，
都各有工作，
都各有工作，暫時無法應付過多的工作。
暫時無法應付過多的工作。
2.
研討有關彭大德堂
彭大德堂及
研討有關
彭大德堂及彭璧峰祖委任司理職位的準則
彭璧峰祖委任司理職位的準則。
委任司理職位的準則。
2.1 振聲稱
振聲稱慶連顧問在
慶連顧問在上次村民大會中提出村長在離任後是否
顧問在上次村民大會中提出村長在離任後是否
有需要辭去彭大德堂
有需要辭去彭大德堂司理之位
彭大德堂司理之位。
司理之位。
2.2 鏡清謂現在
鏡清謂現在彭大德堂
謂現在彭大德堂的司理是其本人
彭大德堂的司理是其本人、
的司理是其本人、振聲及
振聲及坤祥 3 人。
2.3 振聲表示
振聲表示並
表示並無明文規定一定要村長才可做司理
無明文規定一定要村長才可做司理，
才可做司理，一般村民
皆可出任；
皆可出任；我們可以考慮以年齡為限。
我們可以考慮以年齡為限。
2.4 出席各位都並
出席各位都並無特別的意見。
無特別的意見。
3.

下午 4 時 45 分) 。
振聲宣佈散會
宣佈散會 (下午
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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