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筲箕灣官立小學校友會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通告：1（2022-23） 
各位會員： 

有關 2022–2023年度會員大會暨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事宜 
 

2022–2023年度會員大會暨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將於十一月四日(星期五)下午六時至八

時舉行。由於本校「學校管理委員會」兩名校友成員任期已屆滿，需選出新一屆之校友成員。參選資

格詳見附頁。「校管會」校友成員職責為出席校管會會議，全年約召開三次，以確保學校實踐其辦學

理念及自我完善。 

 

參選及提名程序如下： 

1. 每名會員可提名自己本人或另一名合資格的候選人參選。 

2. 需獲三位會員和議及簽署才符合參選資格。 

3. 提名及報名截止日期由二零二二年十月七日至十月十九日止。 

4. 公佈獲提名候選人日期：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當日會以筲箕灣官立小學網頁公佈提名候選人

資料及有關投票人細則，請各會員自行瀏覽，本會不會再以書面通告通知) 

5. 選舉日期：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五)。 

6. 請各提名人及參選人細閱附件一(提名表格)及附件二(選舉章程)，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報名表

格見附件三。 

 
校友會主席 

 

 

 

王孝成 謹啟 

二零二二年十月六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校友會 

有關 2022–2023年度會員大會及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事宜 

                  通告：1（2022-23） 

王主席： 

  本人已得悉本通告內容，並對於參選「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作出以下決定： 

 本人有意參選「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 

 
 本人無意參選。 
      

會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    )              畢業年份：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二零二二年    月     日 

 



                                                                       

附件一 

筲箕灣官立小學 

校友會 

2022-2024年度 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提名表格 

 

提名人資料： 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欲提名之會員 

候選人資料： 

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 

和議人資料： 

 

 

 

 

 

 

 

 

 

 

 

 

 

 

1. 

 

 

會員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 

畢業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 

和議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2. 

 

 

 

會員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 

畢業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 

和議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3. 會員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 

畢業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 

和議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二零二二年    月     日  
 

 

 

 

 

 



附件二 

筲箕灣官立小學校友會 

 

2022-2024「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章程 
 

1. 依據《教育條例，第 30條》有關校友校董註冊規定，如教育局常任秘書覺得以下情

況，可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 

 申請人每年最少有 9 個月不在香港居住； 

 申請人並非出任校董的適合及適當人選； 

 申請人未滿 18歲； 

 申請人年滿 70歲而無法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書，以證明他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

校董的職能； 

 申請人未滿 70歲，而他在常任秘書長提出要求後，無法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書，

以證明他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校董的職能； 

 申請人在提出以下任何申請時，即－ 

ａ. 學校註冊； 

b. 註冊為校董或教員；或 

c. 僱用校內准用教員， 

或在與該等申請有關的事項中，作出虛假的陳述或提供虛假的資料，或因在要項

上有所遺漏而屬虛假； 

 申請人是《破產條例》(第 6章)所指的破產人，或已根據該例訂立自願安排； 

 申請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監的刑事罪行；或 

 申請人已註冊為五間或以上的學校校董。 

 

2. 每名合資格的參選人，需獲三位校友和議及簽署才合符資格。 

 

3. 成員任期：任期為兩年。 

 

4. 提名及報名截止日期由二零二二年十月七日至十月十九日止。 

 

5. 公佈獲提名候選人日期：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當日會以筲箕灣官立小學網頁公

佈提名候選人資料及有關投票細則，請各會員自行瀏覽，本會不會再以書面通告通知) 

 

6. 每位校友必須於選舉日親臨投票，逾期者當棄權論。 

 

7. 如空缺數目與候選人數目相等或候選人數目少於空缺數目，則候選人將自動當選。 

 

8. 若兩個或以上候選人得票相同，則由抽籤決定獲選。 

 

9. 選舉結果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四日校友會會員大會暨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

舉後一星期內上載筲箕灣官立小學網頁，請各會員自行瀏覽。 

 
 



附件三 

筲箕灣官立小學 

「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報名表格 
 

代表組別 Representativ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部 

Part A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ame as HKID Card, with title, e.g. Mr, M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跟身份証相同，附稱謂，例：先生，女士…) 

身份證號碼 

ID Card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電碼 

Chinese Commercial Cod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Plac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號碼 

Telephone No.: 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Fax No.: 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地址 

Residentia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請選一項) 

Education Level (please tick one) : 

□ 小學 □ 中學 □ 專上教育 

 Primary             Secondary       Post-secondary 

  □ 大學 □ 學士學位以上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職業 

Occup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職 

Public Off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部 

Part B 

I) 你在此校有否存在任何利益關係(個人/業務)？  有/沒有 # 

 Do you have any vested interests (personal/business) in the school?  Yes/No # 

 如有的話，請說明。 

 If yes, please specify.                 

 

II)  你有沒有在其他學校擔任註冊校董或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有/沒有 # 

 Are you a registered manager or member of SMC of other schools?  Yes/No # 

 如有的話，請說明。 

 If yes, please specify.                  

 

III)   你的家人有沒有擔任此校的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有/沒有 # 

 Does any other member of your family serve on SMC of this school?  Yes/No # 

 如有的話，請提供詳情。 

 If yes, please give detail.                 

 

IV) 你曾否在香港或以外地區犯刑事案而被判有罪？  有/沒有 # 

 Have you been convicted of a criminal offence, whether or not in Hong Kong?  Yes/No # 

 如有的話，請提供詳細資料。 

  If yes, please specify the full circumstances.              

                                            

 

 

 

1 

 

校友 

 

 

請貼上近照 

Photo 



附件三 

丙部 

Part C  

抱負及使命 (字數上限不多於一百字) 

Ambition and Mission: (The words limit is not more than 100 word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謹此聲明，就本人所知及所信，上文甲、乙和丙部所填寫的資料均真實無訛，並無隱瞞。本人清楚明白參選 

「學校管理委員會(教師委員)」之資格及條例。 

I declare that the contents provided in Parts A, B and C above are true and complet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And I clearly understand the regulations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election of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 Teacher Member). 

 

 

      參選人簽署 

Signature of Elector: 

 

      參選人姓名 

Name of Elector: 

 

                 日期 

Date: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請連同和議人表格一併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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