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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1819-15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校董會 

2018-2020 學年家長校董候選人名單及選舉安排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ffiliated School  
Wong Kam Fai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Election of 2018-2020 School Manager (Parent Representative) and  
Candidates List 

 

        敬啟者： 

 

        家長校董選舉提名經已結束。本會現刊發各候選人資料及政綱，並詳列選舉安排如下： 

 

1. 引言 
本選舉安排乃按照《教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 及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家

長教師會會章附則─有關校董會家長校董事宜(以下簡稱「校董附則」)的規定及制訂。 

 

2. 候選人 
所有學校現有學生的家長或其監護人(但不包括學校的在職教員)，得到不少於 20 名本校現行學

生之家長或其監護人(以家庭為單位)提名，均有資格成為候選人。是次家長校董選舉之提名期

為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於提名期結束前，本會共接獲有效

提名 4 份，其中包括中學 1 份和小學 3 份。 

 

3. 候選人資料 
每位獲提名的候選人之資料已詳列於附件一。 

 

4. 選舉程序 

4.1.投票日期 

 每一家庭在是次選舉中可投一票。 

 每家庭將收到 1 張校董選舉選票及 1 個信封。小學部將於 1 月 11 日透過星期五文件夾派

發，而中學部因為考試關係，將於 1 月 15 日透過班主任派發予學生。 

 所有選票必須於 1月 22日經星期五文件夾(適用於小學部)或經學生(適用於中學部)交回中

學部地下總行政辦公室外的收集箱，或由家長於 1 月 22 日前親自交回小學部設於一樓校

務處的收集箱(適用於小學部)或中學部地下總行政辦公室外的收集箱(適用於中學部)(早

上 8 時至下午 5 時)。 

 逾期或不經星期五文件夾(適用於小學部)或不經學生(適用於中學部)交回學校或家長沒有

親自交回之選票，均作廢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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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投票人資格 

4.2.1. 所有學校現有學生的家長或其監護人，都有資格有權投票。家長就學生而言，包括該

學生監護人及並非該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但實際管養該學生的人。所有合資格投票

的人士都可享有同等的投票權。 

4.2.2. 所有家長或其監護人擁有均等的投票權。每一家庭在是次選舉中可投一選票。每名學

生家長不論其就讀本校子女的數目，都只有一票。 

 

5. 投票方法 

5.1.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 

5.2.選票將於 1月 11日經星期五文件夾(適用於小學部)或於 1月 15日透過學生(適用於中學部)派

發。若有兩名或以上的子女在本校就讀，選票只發給弟弟或妹妹。 

5.3.每張選票都已蓋上學校印，為了公平及公正，選票不會因任何原因而補發，敬請家長小心

保管。(影印本無效。) 

5.4.家長必須於 1 月 22 日或以前將選票摺成信件形式，放入特設的信封，密封並經子女星期五

文件夾(適用於小學部)或經學生(適用於中學部)交回學校或親自交回小學部/中學部收集箱(早

上 8 時至下午 5 時)，每個家庭子女均不應有 1 張以上選票，多過 1 張以上選票之家庭選票，

將作廢票論。學校將合乎以上標準之選票，在不開封情況下，放入投票箱，交由選舉委員會

處理及點票。 

 

6. 點票 

6.1.點票工作由選舉委員會負責，成員包括選舉主任一名及兩名委員，成員由 2018-2019 本校家

長教師常務委員會委員經協調出任。選舉委員會成員不得為應屆家長校董候選人。 

6.2.選舉委員會將於 1 月 25 日晚上 6:00 在學校點票。所有家長、各候選人、及/或學校教職員均

可出席及見證點票工作。 

6.3.本校家長教師常務委員會主席及學校中學部及小學部校長(或其代理人)須參與監察點票工

作。在點票期間，選舉主任將確保所有選票均已從投票箱倒出，才開始點票。如有以下情

況，選票當作無效─ 

(i) 選票上所投的候選人數目，超逾認可數目； 

(ii) 選票填寫不當；或 

(iii) 選票加上可令人找出投票者身份的符號。 

6.4.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中小學部各一人#註 1)，將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董，而獲得第二最多

選票的候選人(中小學部各一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替代家長校董。若兩個或以上候選人得票

相同，會以抽簽方式決定當選人。 

#註 1 ：由於中學部只得一名候選人，中學部候選人將會自動當選。所有家長(包括中小學部

家庭)，均可以投小學部一名候選人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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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選舉工作結束後，選舉主任將把所有已投的選票放入信封內。選舉委員會主席及校長(或其

代理人)將分別在信封面上簽署，然後把信封密封。信封和選票由家長教師會保存六個月，

以便有人提出選舉呈請時，供調查之用。 

 

7. 公佈結果 

7.1.選舉結果將於 1 月 31 日以通告及在家教會網頁公佈選舉結果。 

7.2.落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佈的一個月內，以書面方式向選舉委員會提出上訴，並列明

上訴的理由。於收到上訴後，選舉委員會須即時成立上訴委員會(成員包括選舉主任，應屆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及一名應屆家長委員(唯不得為應屆家長校董候選人)；及中

學部及小學部校長或其代理人)進行仲裁。上訴委員會以簡單多數票通過議決，並以上訴委

員會之議決為準。 
 

 

8. 家長校董選舉日程 

8.1.現表列家長校董選舉日程如下，敬請各位家長留意及配合，以便本校順利選出 2018-2020 學

年之家長校董。 

 

預計日期 工作內容 

23 -11-2018 (五) 向全校家長發放家長校董選舉的安排 

7-12-2018 (五) 家長遞交參選意向書[11 月 23 日-12 月 7 日]截止遞交提名表格 

7-12-2018 (五) 收回及整理家長校董選舉之提名/參選 

19-12-2018 (三) 確認候選人名單及派發候選人資料。 

11-1-2019 (五) 

（小學部） 

15-1-2019 (二) 

（中學部） 

發出家長校董選舉選票和信封，並附所有候選人之簡介及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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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019 (二) 

遞交已填妥的選票： 

 經貴子女以星期五文件夾(適用於小學部)或經學生(適用於
中學部)交回學校。 

 或親自交回小學部/中學部之收集箱(早上 8 時至下午 5 時) 

 選舉以不記名方式投票，空白選票亦須交回。 

25-1-2019 (五) 

晚上 

舉行點票及宣佈選舉結果： 

點票會於當日晚上在學校中學部會議室舉行，由負責跟進選舉事
宜之老師負責點票；歡迎各候選人及其他家長出席監票見證。 

31-1-2019 (四) 以通告及在家教會網頁公佈選舉結果 

31-1-2019 (四)至 

28-2-2019 (四) 

下午 4:00 

凡對家長校董選舉有任何投訴，可於選舉後一個月內以書面形
式，請校長轉交校董會主席。 

下午 4:00 正式截止接受書面投訴。 

3/2019 家長校董姓名交由校長轉交本校校董會正式確認。 

 

 

                         

        請各家長於收到選票後妥善保存，詳閱投票須知，並按上列程序，正確填寫選票及進行投票。 

  

敬希各位家長支持是次選舉，踴躍投票。 

 

        此致 

貴家長 

 

如有查詢，請電郵家長教師會：info@hkbuaspta.org.hk (請註明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email to info@hkbuaspta.org.hk. (Please provide the 

student’s name, class and parent’s contact number.)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家長教師會 

        2018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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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候選家長校董名單及政綱（候選人編號按英文姓氏排列） 

 

候選人編號：S1 

 

 姓名（子女班別及姓名）： 

郭垂遠先生（9B 郭雙、12B 郭澄） 

照

片 

 

政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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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編號：P1 

 

 姓名（子女班別及姓名）： 

何家亮先生（1B何思語、4A 何知禮、8C何知樂） 

照

片 

 

政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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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編號：P2 

 

 姓名（子女班別及姓名）： 

李欣琦女士（2E 郭泓澔、6A 郭泓濬） 

照

片 

 

政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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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編號：P3 

 

 姓名（子女班別及姓名）： 

蘇偉昇先生（1B 蘇芷琪） 

照

片 

 

政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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