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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2014-2016 年度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周年大會選舉事宜 

親愛的家長： 

1.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選舉(九位)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參選人簡介 

 

5A 何頌添  劉敬餘 本人曾任多年中小學校董及家教會主席，參與中、小學學校活動，

曾擔任數屆中、小學家教會委員、家長校董及中、小學校董。在

『天循』大家庭，經歷老師對學生的關愛，與家長成為好友，共同

分享教養兒女的心得，本人希望能夠盡點點綿力，成為老師的合作

伙伴，盼與學校籌劃活動和反映意見。 

 

6C 李俊賢 黃好 本人黃好服務在家教會已有五年，亦曾任家教會副主席，希望在一

年為學校作出貢獻，能參與學校服務感到非常開心，也可見證兒子

的成長。 

 

3D 陳樂蕊 區愛珠 本人現任職於福音機構的社會工作員，曾在循小至循中當家長義工

八年，家長教師會曾任康樂及 4年的秘書；更多謝各位的家長鼓勵

和支持，在循小和循中被選為家長校董，本人一直希望能成為學校

與家長和學生的溝通橋樑，為子女營造更好的學習環境，會將過往

的經驗繼續為大家服事，期望有機會獻出更多，多出一分力。 

 

2D 鄧浩泓 李玉娟 本人曾於去年任家教會委員。過去一年，我在家教會真是獲益良

多，多謝各位給我一個機會成為委員，在未來一年希望大家能夠繼

續支持我，讓我能為大家服務，先多謝各位。 

 

1C 林峻龍 林深明 本人在上一屆天循中家教會服務後，獲益良多，更建立家長與學校

的深厚關係，希望可以繼續為家長們服務。 

 

2C 吳亦充 吳素珊 本人由循小已擔任義工家長，不經不覺已踏入第八年！這期間深深

體會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希望在未來能繼續為學校盡一點綿力，積

極推動家教會活動，服務大家！ 

 

2C 溫依琪  梁詩雅 本人在校內曾參與多次義工服務，令我體會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因此，希望加入家長教師會，成為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橋樑，從而促

進家校合作，讓我們的子女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2C 梁婉瑩  林碧鳳 

 

本人在小學期間亦在家教會任職司庫四年。恆常擔任義工工作，知

道家教合作重要，盼望來年能透過活動能為學校盡一分力。 

 

3B 胡加朗 唐超蘭 本人現職公務員，曾經在循小做過家長義工。今次參選家長教師

會，希望能夠出一份綿力，使家長和學校溝通更佳，令同學們在校

園內健康愉快地成長，學業更加進步。最重要的是能夠效法基督的

愛，讓同學們在基督的愛裡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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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六 

生活愉快﹗               

 

 

二零一四年九月廿二日             家長教師會謹啟 

2. 來年家長校董附則修章 
本校於13-14年度正式成立了法團校董會，故家長校董選舉附則需沿用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

聯合教會中小學法團校董家長校董選舉附則，因此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中小學法

團校董家長校董選舉附則將取代現有的家長校董選舉附則。本會本年度家長校董選舉仍沿

用原有的天中家長校董選舉附則，修訂本(附件)由2015年開始生效。 

 

3.  

 

2014-2015 年度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校董兼具校董及家長代表的雙重身份，任期約一年，連選得連任，可連續任職不超過

三年(以完整任期計算)。本校家長校董參選截止日期為 2014 年 9 月 26 日 7:30PM，家長校

董亦將於周年大會當晚被選出。 

 

3. 2014-2016 年度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周年大會及家長校董選舉暨學生才藝表演晚會定於

2014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五) 6:45 PM – 9:10 PM 舉行，會前備有茶點招待，於當晚 6:45PM

大會安排攝影師為各家庭拍攝全家福。周年大會內容包括：家長校董附則修章、家教會會

務、財務報告、2014-2016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選舉、家長校董選舉、家長義工頒獎禮、學生

音樂表演、中一話劇表演等。 

  

 本校歷屆家長教師會承蒙各位委員於過去盡心竭力，成績有目共睹，謹此致謝；現懇

請各位家長踴躍參與 2014-2016 年度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周年大會、家長教師會常

務委員選舉、家長校董選舉，以示對各委員及本校學生之支持。請與丘筱盈老師聯絡

為荷(315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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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2014-2016 年度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周年大會選舉事宜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閱讀有關： 

 

 家長教師會 2014-2016 年度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選舉候選人資料； 

 來年家長校董選舉附則修訂方案; 

 2014-2015 年度家長校董選舉； 

 及邀請出席 9月 26 日(星期五)6:45PM 之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學生才藝表演晚會事宜。 

 

如有任何問題，請於周年大會當晚提出。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家長教師會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有 WHATSAPP 通訊     (請以表示) 

日期: 2014 年 9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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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程序 

 
 

1 

 

6:45-7:15PM 茶點時間、攝影全家福時間及中一家長與班主任會面時間 

 

2 

 

3 

7:00-7:15PM 

 

7:15-7:25PM 

 

所有老師與家長傾談時間 

 

家教會短片時間 

4 7:25-7:30PM 2014-2015 家教會周年大會正式開始 

 

5 7:30-7:35PM 家長校董附則修章 

 

6 7:35-7:45PM 2013-2014 家教會會務報告 

7 7:45-7:50PM 2013-2014 家教會財務報告 

 

8 7:50-7:55PM 2012-2014 家教會委員感謝狀 

 

9 7:55-8:00PM 2013-2014 家教會義工感謝狀 

 

10 8:00-8:25PM 2014-2016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選舉 

 

11 8:25-8:30PM 2014-2015 家教會活動預告 

 

12 8:30-8:45PM 2014-2015 家長校董選舉 

  

13 8:45-8:55PM 中一英文話劇表演 

 

14 8:55-9:00PM 學生會歌唱比賽優勝者表演 

 

15 9:00-9:05PM 公佈 2014-2015 家長校董選舉結果及獲選名單及分組合照 

 

16 9:05-9:15PM 公佈 2014-2016 家教會委員選舉結果及 

頒發 2014-2016 家教會委員委任狀及分組合照 

 

17       9:15PM       禮成 

 

 

 

 

 

 



 14-15 年度/家長教師會/家長通告 03a 

 

 

(修訂本：2013＿法團校董會學校 

設二名家長校董適用) 

 

 
(修章 - 2015年生效)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家長校董選舉附則 

 

 

第一節  釋 義 

 

第一條 在本附則內，下列名詞解釋如下： 

（一）「法團校董會」是指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 

（二）「章程」是指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章程。 

（三）「附則」是指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家長校董附則。 

（四）「家長」是指家長校董任期所屬的學年度在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就讀或被接納入學

學生的家長。家長是指學生的父母、監護人及實際管養該學生的人。 

（五）「家長教師會」是指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認可的家長教師會。 

（六）「家長校董」是指由家長經選舉大會選出的法團校董會家長代表。 

（七）「選舉大會」是指選舉家長校董的會議，由認可家長教師會籌辦及委任大會主席。 

 

 

第二節  權 責 

 

第二條 家長校董兼具校董及家長代表的雙重身份，其權力來源與責任具列如下： 

（一）由家長按法團校董會章程的規定，在家長中選舉兩位家長代表擔當家長校董。 

（二）家長校董任期一年（由九月一日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連選得連任，可連

續任職不超過三年（以完整任期計算）。 

（三）家長校董須遵守法團校董會章程。 

（四）家長校董須遵守本附則，如附則與法團校董會章程有矛盾處，則以法團校董會章程

為依歸。 

（五）家長校董須代表家長的整體意見與法團校董會溝通。 

（六）家長透過選舉大會對家長校董有選舉及罷免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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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長校董須每年最少一次向選舉大會及家長教師會委員會提交工作報告，選舉大會

及家長教師會委員會對家長校董有監察及諮詢的權力。 

（八）家長校董若不是家長教師會的委員，則於其作為校董的任期內成為家長教師會的當

然委員，以促進聯繫。[請確定家教會會章有否相應之附則配合] 

 

 

第三節  提 名 

 

第三條 獲提名候選為家長校董的人士： 

（一）必須是本校的家長； 

（二）不得是本校的教師；及 

（三）必須是為此而選出的，而── 

甲、有關選舉須是由法團校董會認可的家長教師會舉行的； 

乙、在該選舉中，本校每個學生家庭須有均等的投票權及參選權，而每個學生家庭

只可有一位家長或監護人行駛該權力； 

丙、該選舉須是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的；及 

丁、該選舉的制度在其他方面須是公平而開放透明的。 

 

 

第四節  選 舉 

 

第四條  家長校董應於公平、公正、公開及簡約之原則下以選舉產生，有關安排如下： 

（一）時間： 

每年六至八月期間須召開選舉大會，選舉出席法團校董會的家長代表。 

（二）提名： 

甲、於選舉大會前接受書面提名，並於選舉前公佈候選人資料。 

乙、候選人必須由一位家長提名及另外三位家長和議，才可參選。 

（三）主席：由認可家長教師會委出一位非家長校董候選人的家教會家長委員擔任。 
（四）投票： 

甲、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所有學生家庭擁有均等的投票權。 

乙、校方須於選舉大會前，派發選票予每個學生家庭，並於校內為選舉設置投票

箱，以收集選票。 

丙、按法團校董會章程規定的名額，得票最多的兩位候選人擔任家長校董。 

丁、如發生同票而未能決定誰人當選時，則就同票的候選人再行投票。如再出現同票結果時，

則由會議主席或同票人以抽籤決定。 

（五）上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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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長校董的選舉有任何投訴，須於選舉後一星期內以書面形式提出，並交由法團校董會主席

處理。 

 

 

 

第五節  辭 職 

 

第五條 家長校董若因事辭職，須以書面申請，經家長教師會通傳家長或召開家長選舉大會通過

後，才正式生效，結果須即時向法團校董會主席報告。 

 

 

第六節  離 校 

 

第六條 如家長校董的子女已離校，根據〈教育條例 40AV(1)及〈法團校董會章程〉，其任期持續

至任期屆滿（即該學年終結為止）。 
 

 

第七節  罷 免 

 

第七條 如家長認為家長校董不稱職或不宜擔任校董，可按下列程序罷免： 

（一）五十名或以上家長聯名向家長教師會委員會提出罷免議案。 

（二）家長教師會委員會須在罷免議案提出後的三個月內召開選舉大會。 

（三）如出席選舉大會的家長超過半數通過罷免議案，則該名家長的校董身分立即被取

消，結果須即時向法團校董會主席報告。 

 

 

第八節  補 選 

 

第八條  如因家長校董辭職、離校或罷免而出現空缺： 

（一）須在三個月內召開特別選舉大會進行補選。 

（二）補選的方法與選舉的程序相同（詳見本附則第四條）。 

（三）補選家長校董的任期由當選日開始至該學年的八月三十一日。 

 

 

第九節  修 訂 

 

第九條  如本附則內容有修改的必要，可用下列程序進行： 

（一）五十名或以上家長聯名向家長教師會委員會提出，在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提出修改

議案，召開大會的通知書須於開會前最少七個工作天送達會員。 

（二）非家長教師會會員的家長可列席有關的會員大會（有發言權，但沒有提名、和議及

投票權）。 

（三）法定人數為五十名會員。 

（四）修改議案須有出席會員三分之二投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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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員大會通過的修改議案須經法團校董會審核同意，方正式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