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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友： 

提名參提名參提名參提名參加加加加「「「「學校管理委員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成員成員成員成員」」」」選舉選舉選舉選舉（（（（2016-20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本校自 1999年已根據教育局（前教育署）的指引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校管會），將學校的管理

機制開放予教職員、家長及社會人士；期望吸納各界代表加入學校管理委員會，俾能集思廣益，提高

學校的管理質素。一向以來，本校校管會的成員包括主席（教育局首長級人員）、校長、兩位教師成

員、兩位家長成員及兩位社會人士。由本年度起，校管會將加入一位校友成員。校管會的權責包括制

定學校目標及表現指標，確定學校順利運作，訂定周年計劃及預算，評估教育新措施，監察學校教育

質素，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等，因此我們需要根據學校管理委員會的會章選出一位校友成員。 

 

現將本年度校管會校友成員選舉的細則臚列如下： 

(一一一一)  成員數目成員數目成員數目成員數目：：：：1 名「校管會校友成員」 

 

(二二二二) 候選人資格候選人資格候選人資格候選人資格 

所有候選人必須曾在本校肄業，及已加入成為校友會會員，亦必須在提名期間取得最少兩位年滿 

18 歲校友會會員的有效簽署和議提名，方可成為候選人。而候選人不可是本校教員，並必須符合下

列要求： 

1. 每年最少有 3 個月在香港居住。 

2. 年滿 18 歲。 

3. 年滿 70 歲者須附有效的醫生証明書，以証明他/她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校董的職能。 

4. 非《破產條例》（第 6 章）所指的破產人。 

5. 沒有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監禁的刑事罪行。 

 

(三三三三) 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成員任期成員任期成員任期成員任期 

任期兩個學年（2016-17 年度及 2017-18 年度），即由獲批註冊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止。 

 

(四四四四) 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成員職責成員職責成員職責成員職責 

出席校管會全年召開不少於三次的會議，參與校政討論，確保學校實踐其辦學使命，促進學校自我完

善。 

 

(五五五五) 提名程序提名程序提名程序提名程序 

1. 提名日期:  2016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至 10 月 4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2. 每名校友會會員可以自薦或提名一位合資格的校友參選，但須徵得該校友同意。被提名者須符合 

   選舉細則的要求，亦必須取得最少兩位年滿 18 歲校友會會員的有效簽署和議提名，方可成為候選 

   人。 

 

3. 凡有意參選者，請填妥提名資料 (包括:「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提名表」(即附件一)及「學 

   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即附件二)，並必須於截止提名限期前(即 2016 年 

   10 月 4 日下午 5 時前)把文件寄抵或由專人送抵北角官立小學校友會所設的收集箱內，信封面列明 

  「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 2016-2018」。。。。逾期繳交的提名將不獲受理。在核實參選校友資格 

   後，由校友會委員委任選舉主任制定候選人名單。 

 

(六六六六) 投票人資格投票人資格投票人資格投票人資格：：：：每名校友會會員均享有同等的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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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 

1. 投票日期：2016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至 10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 

 

2. 候選人必須提供其個人政綱及資料，候選人編號以抽籤決定。本校校友會將會把是次選舉候選人 

  的自我介紹資料整理後上載學校網頁及印發給投票人參閱。有關資料只會用作選舉用途。選舉候選 

  人必須知悉學校及校友會將不會承擔因刊登有關候選人的簡介而涉及的任何訴訟或法律責任。敬請 

  有意參選者留意。 

 

3. 以一人一票方式進行投票，選出一名候選人，作為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 

 

4. 投票方式： 

   (a)校友會將會郵寄資料給已註冊為會員之校友，通知有關是次「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 

     候選人名單，連同候選人的自我介紹及選票。如有需要，校友亦可以於 10 月 7 日起在本校校友 

     網頁查看候選人資料。 

   

   (b)填妥選票後，必須於截止限期前(即 2016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 時 30 分前)把選票寄抵或由專人 

     送抵北角官立小學校友會所設的選票收集箱內。。。。逾期繳交的選票將不獲受理。 

   

   (c)每票只能選 1 位候選人。倘若是次候選人多於 1 名，投票者必須按照選票上的指示填妥。倘若 

     未能按照指示填妥選票，則作廢票處理。 

 

5. 點票日期及時間：2016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40 分開始點票。 

  （校友會當天為應屆畢業生舉行「校友日——升中輔導活動」，誠邀校友回母校支持有關活動，並 

    一同見證「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的點票過程。） 

 

6. 地   點：北角官立小學（禮堂/視藝室） 

 

7. 選舉結果公佈日期：201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選舉結果將上載本校網頁) 

 

 

      我們誠邀各位校友參加「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為學校的發展

出力，提高學校的管理質素。 

     

    如有意參選者，請填妥回條及提名資料 (包括: 附件一「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提名表」

及附件二「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並必須於截止提名限期前(即 2016 年

10 月 4 日下午 5 時前)把文件寄抵或由專人送抵北角官立小學校友會所設的收集箱內，信封面信封面信封面信封面列列列列明明明明「「「「學學學學

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舉舉舉 2016-2018」」」」。。。。逾期繳交的提名文件將不獲受理。 

 
  北角官立小學校友會 主席  嚴家明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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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回回回    條條條條 

2016-20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提名表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提名表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提名表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提名表 

 

            

          我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就讀本校年份_______年至_______年，會員證號碼:___________ 

� 自薦成為《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2016-2018年度）候選人，並已填妥有＊部份和議人資料。 

  (隨函附上隨函附上隨函附上隨函附上「「「「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2016-201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及相片一張介及相片一張介及相片一張介及相片一張」」」」) 

 

 

 

� 提名校友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就讀本校年份_______年至_______年為《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2016-2018年度）候選人，並已填妥有＊部份和議人資料。 

 (請先得上述請先得上述請先得上述請先得上述校友校友校友校友同意同意同意同意，，，，方可提名方可提名方可提名方可提名，，，，接受提名者須符合接受提名者須符合接受提名者須符合接受提名者須符合「「「「選舉細則選舉細則選舉細則選舉細則」」」」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  

  (隨函附上隨函附上隨函附上隨函附上「「「「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2016-201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及相片一張介及相片一張介及相片一張介及相片一張」」」」) 

 

 ＊和議人資料 

 (凡參選凡參選凡參選凡參選校友校友校友校友，，，，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取得取得取得取得兩位兩位兩位兩位年滿年滿年滿年滿 18歲校友歲校友歲校友歲校友會會會會會會會會員的有效簽署員的有效簽署員的有效簽署員的有效簽署和議和議和議和議提名提名提名提名，，，，請填妥以下部份請填妥以下部份請填妥以下部份請填妥以下部份。。。。) 和議人姓名 曾在本校就讀年份 會員證號碼 聯絡電話 和議人簽署 

1.       年至     年    

2.       年至     年    

 此覆 北角官立小學校友會   嚴家明主席 會員簽名:                           

 聯絡電話:                           

      二零一六年____月____日 

 

*請在□內加上 � 號，並填寫有關資料。 

請交回校友會

曾錦儀主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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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 

 

(一一一一)候選人個人資料簡介候選人個人資料簡介候選人個人資料簡介候選人個人資料簡介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性別:  男  /  女 (請刪去不適用者)  (住宅電話) 
 職 業:  電郵地址:  
    (貼上近照) 最高學歷:  住    址:  
 會員證號碼:    

 曾在本校就讀年份: 由_____年，班級:______  至  _____年，班級:______ 
 

 

(二二二二)候選人自我介候選人自我介候選人自我介候選人自我介紹紹紹紹 請以 150-200字(中文或英文)，介紹自己個人資料及參選的目的、政綱或抱負，以便給校友參閱，有關資料只作選舉用途。 

 

 

 

 

 

 

 

 

 

 

 

 

(三三三三) 參選人聲明參選人聲明參選人聲明參選人聲明 

    本人願意 * 自薦 / 接受本校校友的提名與和議，決定參加北角官立小學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本人容許學校校友會把本人自我介紹資料印發給投票人參閱，用作選舉用途，並知悉學校及校友會將不會承擔因刊登有關候選人的簡介而涉及的任何訴訟或法律責任。 

    本人申報符合《教育條例》所載有關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註冊的規定，沒有觸犯《教育條例》第 30條所載有關常任秘書長可拒絕校友成員註冊的理由，並遵守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中須留意的道德操守和有關選舉規定。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符合候選人資格。 
 

 

 參選人簽署: 

  

 日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請在請在請在請在    * * * *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刪去不適用的選項刪去不適用的選項刪去不適用的選項刪去不適用的選項。。。。    
� 必須必須必須必須於於於於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前把時前把時前把時前把「2016201620162016----20182018201820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提名表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提名表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提名表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參選提名表」」」」及及及及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參選候選人資料簡介 

 寄寄寄寄抵抵抵抵或或或或由由由由專專專專人人人人送送送送抵抵抵抵北北北北角角角角官官官官立立立立小小小小學學學學校校校校友友友友會會會會收收收收。。。。信信信信封封封封面面面面列列列列明明明明「「「「學學學學校校校校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委委委委員員員員會會會會校校校校友友友友成成成成員員員員選選選選舉舉舉舉    2222000011116666----2222000011118888」」」」。。。。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