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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播道會的堂會需要獨立註冊？

前⾔

鑒於社會對 「慈善團體」的要求⽇益提⾼，亦有部份慈善團體 
「管理不善 」 ， 或在籌款事宜⽅⾯令⼈疑惑 ， 或在財務⽅⾯ 
疑「 利益輸送」， 故政府近年來更收緊「對慈善團體的監管」。 
(播道會總會在2017年10⽉12⽇討論關於 「播道會堂會及機構獨⽴註冊事宜」 的摘要) 

故聯會在早年請總會執委會成⽴專責⼩組 ， 嘗試處理財務管治 
事宜，並探討「單位公司註冊」事宜，以及早追上社會的要求 。 

 
•



1.「核數師保留意⾒」
保留意⾒ 1 
--- 因播道會聯會是「⼀個公司註冊」， 從「公司條例」角度，  
     播道會聯會 (包括屬下七⼗多個單位) 的「帳⽬應合併為⼀份帳⽬」，  
     ⽅符合現時的會計要求， 現時未能合併眾多單位的帳⽬， 
     故出現保留意⾒。 

保留意⾒ 2 
--- 因堂會未進⾏註冊，並非「法⼈代表」，  
     故堂會不能與聯會簽署正式的「托管⽂件」。 

             影響 : 已導致播道會聯會申請 「賣旗籌款」 出現困難。 

播道會現時⾯對的困難，包括～



2.「稅務局」
向聯會詢問部份單位的帳⽬細節， 有待聯會回覆， 若未能合
理解釋， 可能取消聯會慈善團體註冊資格， 屆時奉獻不被視
為認可免稅開⽀。 

由於「銀⾏之間的業務」，導致對「客⼾資料審查」越來越嚴
謹， 鑒於本聯會的董事⼈數接近100⼈，董事⼈數眾多，導致
有好些客⼾資料證明是本 聯會在技術上做不來的，致使近年
在「更改簽署安排」、「開⽴⼾⼜」等若⼲事上，困難重重。  
•

3.「銀⾏事務困難」

播道聯會：積極 ⿎勵各堂會及機構，進⾏註冊， 
以有效處理稅務、銀⾏事務及⾏政相關需要等事宜。

播道會現時⾯對的困難，包括～



「獨立註冊」的意思和程序

 a. 「註冊」就是在⾹港政府之公司註冊處成⽴「公司」; 

 b. 「公司」是獨⽴的法律實體，是獨⽴於公司擁有⼈的法⼈， 
       也是獨⽴於聯會/總會的「無股本擔保有限公司」︔

 c. 「有限公司」享有以有限法律責任經營業務的好處 ;

 d.   同時必須履⾏責任，遵從 <公司條例> 各項條⽂的規定 ; 

 e.   包括按時向公司註冊處署長披露和申報 : 
      --- 公司及其⾼級⼈員和股東的資料，這些資料的更改， 
           以⽅便公眾⼈⼠可隨時查閱在公司註冊處 
           備存的最新公司資料。



「獨立註冊」的意思和程序

 f.  公司⾼級⼈員 (董事、公司秘書等) 的責任 

 --- 公司每⼀名⾼級⼈員，包括董事、公司秘書和經理都 
      有責任確保公司遵從 <公司條例> 所有條⽂的規定， 
      如果公司未有遵從，公司及其每名責任⼈， 
      都可各被檢控，⼀經定罪，可被處以失責罰款。 

 --- 公司註冊處發出的 <董事責任指引> 簡介公司董事 
      在履⾏責任和 ⾏使權⼒時，應遵守的⼀般原則， 
      所有董事均應閱讀。 



「獨立註冊」的意思和程序

 程序 
 1) 決定誰擔任董事及公司秘書 ;

 2) 決定公司名稱 ;

 3) 仔細討論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草稿 (*) ;

 4) 向公司註冊處交付申請⽂件及商業登記費⽤(港幣$1025元) 

 5) 領取 <公司註冊證明書> 及 <商業登記證>

 6) 向稅務局申請成為認可的慈善團體，享有免稅地位。 
 (*)可以參考 <公司條例> 第622H章 <公司(章程細則範本)公告> 



「獨立註冊」的意思和程序



「獨立註冊」的意思和程序



「獨立註冊」的 公司章程

聯會/總會可以提供公司章程範本給各堂參考︔
以英⽂版為標準，在公司註冊署作申請︔
已經將整本英⽂版公司章程翻譯為中⽂版，給各會眾作參考︔
以「雅⽄堂」的公司章程作為藍本︔ 

(是在新的⾹港公司法⽣效後近期註冊成功的堂會)

除了參考雅⽄堂以外，同時亦參考了港福、同福、恩福、 

窩福、寶雅、福安堂等及其他宗派的堂會公司章程。



是否「獨立註冊」的考慮 
優點 1. 可按照⾃⽴堂會的獨特需要，制定管治、⾏政安排。

2. 在架構上符合政府及公眾⼈仕對慈善團體的期望。
3. 不會因為播道會內不同附屬單位的⾏為表現 
影響各獨⽴註冊堂會的運作。

4. 不會削弱與聯會及總會的密切關係。

缺點 1. 需要處理⼀些提交給公司註冊署及稅務局的 
報表及財務報告。

2. 獨⽴註冊後的堂會規模較⼩。
不獨⽴
註冊

1. 未能符合核數師按照⾹港會計準則提交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要求。

2. 稅務局不再按照稅務條例88條給予聯會及 
其附屬單位對慈善捐獻作為稅務抵扣的安排。

3. 將來申請政府/社區資源 (如公益⾦、賣旗、 
租⾦/差餉/地租津貼) 時，可能被拒絕。



「獨立註冊」後的 會員⼤會 

類
別
名稱 條件 投

票
權

優點 缺點

1 活躍
會員

過往12個⽉內
參與崇拜 

(包括網上)  
達到70%或以上

有 ⿎勵會眾更加 
積極參與崇拜 
及各項事奉

某些參與教會 
崇拜或活動的 
⼈仕被列為 
不同類別

2 非 
活躍
會員

不能達到
上述條件

沒
有

活躍會員 
更容易達到 

會員⼤會的開會 
法定⼈數要求

非活躍會員 
不能參與會員 
⼤會議決事項 
的投票



「獨立註冊」後的 董事會 
⽅
案

董事會
教牧
同⼯

執事
會

優點 缺點

A
教牧同⼯代表 

+ 執事會 
（總會唯⼀建議）

v v
教牧同⼯ 
作屬靈及 
實務帶領

稅務局會要求受薪
的教牧同⼯總⼈數
不超過董事會 
總⼈數的1/4

B = 執事會 x v 與現狀⼀致
沒有教牧同⼯
作屬靈及實務帶領

C
獨⽴長⽼會 

 (2-3⼈)
+ 教牧同⼯代表

v v / x
與政府部⾨/公眾
交代較為簡單

要考慮董事會 
與執事會的關係 
和成員的組成

D
獨⽴長⽼會 

 (2-3⼈)
(沒有教牧同⼯代表)

x v / x
與政府部⾨/公眾
交代較為簡單

1. 沒有教牧同⼯ 
作屬靈及實務帶領
2. 要考慮董事會 
與執事會的關係 
和成員的組成



聯會/總會作為宗派屬靈帶領的身份不變， 
且會繼續聯繫各堂會。 
 
聯會/總會應該為播道會堂會建⽴堂會的規範標準， 
應最低限度符合下列三個條件，才獲得宗派的祝福及認同 : 
i) 沿⽤「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X X 堂」 之名稱 ; 
ii) 認同本會 「七條基本信仰」， 並包括於其註冊章程內 ;  
iii) 於「註冊章程」內，列明寫「播道會(總會)」的關係。 

⾃立堂會 註冊 最⾼獨立註冊機構

獨立註冊 ⾃立堂會公司註冊 ⾃立堂會

沒有註冊 沒有改變 聯會

獨立註冊後與 播道聯會 的關係



獨立註冊後與 播道各堂會 的關係

保持信仰純正  

各堂會之間關係緊密 

某些事⼯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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