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田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 通告第(P1)號 (2022/2023) 

各位家長： 

有關第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家長教師會幹事會選舉及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成員選舉事宜 

 

第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謹定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廿九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舉行。根據

衞生防護中心指引，學校現階段不應舉行大型活動。因此，第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將以視像形式進行。

屆時，家長可於早上九時十五分進入Google課室學校通訊會議室參加會員大會，會上將報告第十八屆

(21-22)會務和財政事宜，以及公布學校管理委員會之家長委員選舉結果。  

 

另外，由於(1)第十八屆幹事的任期快將屆滿，將進行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幹事會選舉(任期2年)﹔ 

(2)學校管理委員會內其中一位家長代表成員任期屆滿，因此出現1名空缺(任期2年)。 

現誠邀各位熱心的家長參加上述兩項選舉，集思廣益，共同為學生謀福祉。有關選舉結果將於周年 

大會上公布，敬請留意。 

 

因受疫情影響，根據衞生防護中心指引，避免人群聚集，經家長教師會商議通過第 19屆周年會員

大會以視像形式進行，而原定於會上舉行的第 19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幹事選舉投票，將提前於 10月 27

日（四）進行，屆時家長可親臨學校將選票投入票箱或把選票交予 貴子弟投票。 

 

請參閱以下附頁，然後細心填妥回條。如有意參選(1)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幹事選舉者﹔(2)學校

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成員選舉者，須於 9月 27日(星期二)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填妥提名表格交回你子女

的班主任處理，逾期恕不受理。 

  

    各位家長，無論是否有意參選，請囑咐你的子女於 9月 13日或之前把回條交回班主任辦理。 

 

附頁(1a-1b) 學校管理委員會簡介及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成員選舉注意事項 

附頁(1c)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成員選舉提名表格 

附頁(2a-2b) 家長教師會簡介及家長教師會幹事會選舉細則 

附頁(2c)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幹事選舉提名表格            

 

*「家長教師會」會章已上載本校網頁，歡迎家長閱覽。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主席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九月八日                                                 何逸敏博士 

------------------------------------------------------------------------------------ 
                      回   條                       班號 

何主席： 

沙小家教會第(P1)號通告(2022/2023)有關《有關第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家長教師會幹事會選舉 

及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成員選舉事宜》，本人經已知悉。 

 

 本人＊ 會  / 不會 出席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六)舉行的周年會員大會。 
 

 本人 ____________(姓名) ＊ 擬 / 不擬 報名競選(1)「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幹事」。 

    

 本人 ____________(姓名) ＊ 擬 / 不擬 報名競選(2)「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成員」。 
 

＊請刪去不適用者。 

                                             (    )班學生                        

                                               家長簽署：                        

二零二二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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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官立小學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委員選舉 

 

學校管理委員會背景︰  

沙田官立小學自建校至今已經歷四十一載。在過往的四十一年，憑

著歷任校長及全體教職員的努力耕耘，為學校奠下良好的發展基礎；學

校不斷朝著優質教育邁步向前。  

 

因應教育局推行的校本管理，向教職員、家長和社會人士開放學校

的管理機制，本校於一九九九年九月正式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卑能集

思廣益，提高學校的管理質素。  

 

沙田官立小學學校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主席(現由教育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吳加聲先生出任)、校長、社會人士兩名、教師代表兩名、家長

代表兩名、校友會代表一名組成，參與學校管治、行政決策、提高教育

服務水平，為學生謀福祉。  

 

學校管理委員會的權責分别有:審視學校發展關注事項的目標及表

現指標；協助學校順利運作；推行及評估教育新措施；促進學生良好教

育；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商討教師專業發展；檢視學校成效等。透過

學校管理委員會每年的定期會議，反思、前瞻及檢討學校的運作與發展，

落實推行教育改革，為莘莘學子未來的優質發展而努力。  

 

現鑑於校管會內其中一位家長代表成員任期屆滿，因此出現1名空缺

(任期為2年)。家長教師會現參照《學校管理委員會會章》的規定舉行選

舉。現誠邀各位熱心教育的家長參選，加入校管會，集思廣益，共同為

學生謀福祉。投票日期及方法請參閱附頁1b「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

成員選舉注意事項」。 

 

有意參選校管會家長代表選舉的家長，請於 9月 13日(星期二)至 

9月 27日(星期二)下午一時三十分把提名表格交班主任處理。 



 
附頁(1b) 

沙田官立小學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成員選舉注意事項 

 

 

(一)空缺數目  1名 

(二)參選人資格 1. 凡就讀本校的學生家長，包括學生的父親、母親或監護人 

2. 每年最少有 3個月在香港居住 

3. 年滿 18歲 

4. 年滿 70 歲而獲有效醫生證明書，以證明參選人在健康方面適

合執行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的職能 

5. 並非《破產條例》(第 6章)所指的破產人，或並非已根據該條

例訂立自願安排 

6. 沒有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監禁的刑事罪行 

7. 每一名參選人須有三名和議人，而和議人必須是現時就讀本校

的學生家長(選舉主任會聯絡和議人核實資料)。 

(三)成員任期 1.得票最高者當選，任期2年，由當選日起至2024年8月31日。 

2.如家長委員在任期中不再是本校的學生家長(例如學生畢業或 

轉校)，其成員任期持續至任期屆滿或該學年終結止，兩者以

較早為準。 

(四)成員職責 出席校管會全年召開的三次會議，參與校政決策，確保學校實踐

其辦學使命，促進學校自我完善。 

(五)提名方式 每名家長可提名自己參選，但必須另獲三位現時就讀本校的學生

家長和議(不計參選人本身)。選舉主任會聯絡和議人核實資料。 

(六)提名日期 9月13日(星期二)至9月27日(星期二)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將填妥

提名表格(附頁1c)交回班主任辦理，逾期恕不受理。選舉主任會

聯絡有關和議人以核實提名表格資料。 

(七)提交候選人簡介 參選人獲選舉主任致電確認其參選資格後，可於2022年9月20日

(星期二)至2022年10月5日(星期三)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將候選人

簡介交回班主任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八)候選人排名    以候選人英文姓名字母先後作排名準則 

(九)派發候選人資料 2022年10月11日(星期二)，每個家庭可獲派發所有候選人資料。 

(十)派發選票 2022年10月18日(星期二)，每個家庭可獲派發選票一張。若有弟

妹在本校就讀，選票將派發予就讀最低年級的子女。 

(十一)投票日期 2022年10月20日(星期四) 

(十二)投票時間及方法 1. 投票以不記名進行 

2. 2022年10月20日(星期四)上午7時45分至8時00分親臨學校投

入放置於地下正門的投票箱內。 

3. 或把選票交予 貴子弟於投票日當天班主任課時親手投入投票

箱內。 

4. 未能在上述時間投票者，可於投票日當天 9時前到禮堂投票，

逾時投票者，則作放棄論。 
 

 



 

 

(十三)點票 於2022年10月20日(星期四)上午9時正在校長、家長教師會幹事、

候選人的監督下在禮堂進行點票工作。在點票過程中，若兩個或

以上候選人所得票數相同，則採用抽籤方法決定。 

(十四)宣傳 1. 候選人可向本會提交一頁 A4大小的純文字候選人簡介。簡介 

的內容、字數及大小不限。 

2. 可在候選人簡介內貼上個人證件(護照)或親子相片一張(候選 

人自行決定是否附上)。 

3. 提名表格內之個人資料及候選人簡介將於選舉前公開，以便 

投票人士作選舉參考查核之用。 

4. 校方只會把候選人簡介原稿直接印發，不作任何修改。印刷 

採用黑字白紙列印，請候選人留意。 

5. 候選人須確證所有提供的資料真確無訛，如引起任何法律責 

   任，候選人須一力承擔，與本會無關。 

6. 候選人簡介稿件須於 2022年 9月 20日(星期二)至 2022年 10

月 5日(星期三)下午一時三十分前交班主任，以供印發，逾期

恕不受理。 

7. 所有候選人的宣傳活動須先獲得校長及選舉主任的批准才可 

進行。 

(十五)公布日期 2022年10月29日(星期六) 第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中公布 

(十六)上訴 落選者可於結果公布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家教會提出上

訴，並須列明上訴理由。 

(十七)選舉主任 本會副主席廖燕儀副校長為選舉主任 

 



沙田官立小學                  附頁(1c)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成員選舉 

提名表格 

本頁資料須由參選人填寫，於 2022年 9月 13日(星期二)至 9月 27日(星期二) 下午一

時三十分前交回班主任，逾期恕不受理。 
甲部：(由參選人以黑色原子筆填寫) 

 

a. 參選人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參選人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參選人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 

 

d.就讀本校子女資料﹕ 

  1.)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 ____________ 

  2.)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 ____________ 

  3.)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 ____________ 

 

乙部：和議人 

 

 
 

丙部:參選人聲明 
1. *   本人年滿 18歲，但未屆 70歲 

   * 本人年滿 70歲，但具備有效的醫生證明書，並已把證明書連同本表格交班主任轉交選舉主任 

2. 本人每年最少 3個月在香港居住 

3. 本人並非《破產條例》(第 6章)所指的破產人，或並非已根據該條例訂立自願安排 

4. 本人並沒有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監禁的刑事罪行 

5. 本人明白本人必須提供正確及足夠的資料，否則可能會影響本人的參選資格。如有需要，本人樂意

向選舉主任提供補充資料。 
6. 閣下填寫競選常務委員之資料將會作為本會競選用途。 

*請在適當的內用表示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    參選人簽署：______________                 

                                                              

                                              參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 

 

1.參選人須先獲得三位和議的家長同意，如一經發現失實，其參選資格會被取消。 

2.選舉主任會聯絡有關和議人以核實資料。 

1.和議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2.和議人子女: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 

3.和議人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和議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2.和議人子女: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 

3.和議人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和議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2.和議人子女: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 

3.和議人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頁(2a) 

沙田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簡介 
沙田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的宗旨： 

 

(a) 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以及培養家長與教師及各位家長之間

的友好關係。 
 

(b) 討論有關學生與教育事宜，以及合力改善學生的福利。 
 

(c) 每個家庭收取會費 70元，作為維持本會經常性開支之用。 
 

本校家長教師會幹事會由十五名幹事組成，其中七位來自教師會員(教師

委員由校方委任) ，八名為家長委員於周年會員大會中選出，任期為兩年，

可連選連任。校長為顧問，有權列席各幹事會會議。 
 

家長教師會幹事會定期召開會議，策劃及推動校內舉行各類親子活動、

家長教育及協助監察校車、午膳等事宜。本會更有家長義工小組，全力協助

拓展校內各項活動，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為子女提供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就讀於本校之學生家長自動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八屆幹事的任期快將屆滿，感謝以下幹事在過去兩年為家長教師會

的會務作出貢獻，擔任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 

 
教師委員 職責 家長幹事 

曾錫文校長 顧問 主席 何逸敏博士 

廖燕儀副校長 副主席 鄭思恩女士 

吳凱迪主任 秘書 關美顏女士 

鄭瑋婷老師 司庫 康致日先生 

曾詠琪老師 聯誼 林建源先生 

杜佩儀副校長 委員 關永豪先生 

陳國強副校長 委員 曾燕冰女士 

梁寶翠老師 委員 / 

 

如有意參選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幹事的家長，請於 9月 13日(星期二)

至 9月 27日(星期二)下午一時三十分把提名表格交班主任處理。 

 

第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謹定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上午

十時至中午十二時以視像形式舉行。 

 
 

 



附頁(2b) 

沙田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幹事會選舉細則 

(一)空缺數目 幹事共 8名。 

(二)參選人資格 

 

1. 凡就讀本校的學生家長會員，包括學生的父親、母親或監護人，每個

家庭只限一位家長參選。 

2. 每年最少有 3個月在香港居住 

3. 年滿 18歲 

4. 年滿 70歲而獲有效醫生證明書，以證明參選人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 

家長教師會幹事的職能 

5. 並非《破產條例》(第 6章)所指的破產人，或並非已根據該條例訂立 

自願安排 

6. 沒有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監禁的刑事罪行 

7. 每一名參選人須有三名和議人，而和議人必須是現時就讀本校的學生 

家長(選舉主任會聯絡和議人核實資料)。 

8. 如參選人數相等或少於空缺數目，則參選人自動當選。 

9. 如沒有參選家長，則延長提名日期或重訂日期選舉。 

(三)幹事任期及組織 1.  各幹事任期均為 2年，連選得連任。如家長委員在任期間子弟離校 

，其幹事任命即會終止。 

2. 新一屆幹事將進行互選，推舉新任主席(1人)、副主席(1人)、司庫 

 (1人)、秘書(1人)、聯誼(1人)及家長委員(3人)等職位。 

3. 於選舉中，以獲得票數最多之前八名為幹事，任期二年，其餘為後 

補，如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幹事如在任期期間因任何理由離開，

其幹事身分將由最高票數的候補委員填補，並填補其餘下之任期。 

(*後補次序以得票多少排列) 

4. 在同一屆任期內，同一家庭不可以有超過一名成員出任幹事。 

5. 幹事會的所有工作人員均為義務人員。 

(四)幹事職責 幹事會的主要工作是出席會議、舉辦各類親子活動、家長教育及推動會

務。 

(五)提名方式 家長可提名自己參選，但必須另獲三位現時就讀本校的學生家長和議(不

計參選人本身)。選舉主任會聯絡和議人核實資料。 

(六)提名日期 9 月 13 日(星期二)至 9 月 27 日(星期二) 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將填妥提名

表格(附件 2c)交回班主任辦理，逾期恕不受理。選舉主任會聯絡有關和

議人以核實提名表格資料。 

(七)提交候選人簡介 參選人獲選舉主任致電確認其參選資格後，可於 2022年 9月 20日(星期

二) 至 2022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將候選人簡介交回

班主任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八)候選人排名    以候選人英文姓名字母先後作排名準則 

(九)投票人資格 1. 所有本校家長會員均可享有投票權。 

2. 每個家庭不論就讀子女數目，只可獲發一張選票。 

(十)派發候選人資料 2022年 10月 18日(星期二)，每個家庭可獲派發所有候選人資料。 

(十一)派發選票 2022年 10月 25日(星期二)。 

 

 

 

 



 

 

(十二)投票日期 投票將於 2022年 10月 27日(星期四)。 

(十三)投票時間及方法 1. 投票以不記名進行 

2. 2022年10月27日(星期四)上午7時45分至8時正親臨學校投入放置於

地下正門的投票箱內。 

3. 或把選票交予 貴子弟於投票日當天班主任課時親手投入投票箱內。 

4. 未能在上述時間投票者，可於投票日當天 9時前到禮堂投票，逾時投

票者，則作放棄論。 

(十四)點票 於 2022年 10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9時正在校長、家長教師會幹事、候

選人的監督下在禮堂進行點票工作。在點票過程中，若兩個或以上候選

人所得票數相同，則採用抽籤方法決定。 

(十五)宣傳 1. 候選人可向本會提交一頁 A4 大小的純文字候選人簡介。簡介的內

容、字數及大小不限。 

2. 可在候選人簡介內貼上個人證件(護照)相片一張(候選人自行決定是 

否附上)。 

3. 提名表格內之個人資料及候選人簡介將於選舉前公開，以便投票人士

作選舉參考查核之用。 

4. 校方只會把候選人簡介原稿直接印發，不作任何修改。印刷採用黑字

白紙列印，請候選人留意。 

5. 候選人須確證所有提供的資料真確無訛，如引起任何法律責任，候選

人須一力承擔，與本會無關。 

6. 候選人簡介稿件須於 2022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至 2022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一時三十分前交班主任，以供印發，逾期恕不受理。 

7. 所有候選人的宣傳活動須先獲得校長及選舉主任的批准才可進行。 

(十六)公布日期 2022年 10月 29日(星期六) 第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中公布 

(十七)上訴 落選者可於結果公布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家教會提出上訴，並須

列明上訴理由。 

(十八) 選舉主任 本會副主席廖燕儀副校長為選舉主任 

 

 

 

 

 

 

 

 

 

 

 

 

 

 

 

 

 



沙田官立小學                   附頁(2c)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幹事選舉 

提名表格 
本頁資料須由參選人填寫，於 2022年 9月 13 日(星期二)至 9 月 27 日(星期二) 下午一時

三十分前交回班主任，逾期恕不受理。 
 

甲部：(由參選人以黑色原子筆填寫) 

 

a.參選人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參選人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參選人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 

  

d.就讀本校子女資料﹕ 

  1.)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 ____________ 

  2.)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 ____________ 

  3.)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 ____________ 

 
 

 

 

乙部：和議人 

 

 
 

丙部:參選人聲明 
1. * 本人為家長教師會會員，年滿 18歲，但未屆 70歲 

* 本人為家長教師會會員，年滿 70歲，但具備有效的醫生證明書，並已把證明書連同本表格交班主任轉

交選舉主任 

2. 本人每年最少 3個月在香港居住 

3. 本人並非《破產條例》(第 6章)所指的破產人，或並非已根據該條例訂立自願安排 

4. 本人並沒有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監禁的刑事罪行 

5. 本人明白本人必須提供正確及足夠的資料，否則可能會影響本人的參選資格。如有需要，本人樂意向選舉

主任提供補充資料。 
6. 閣下填寫競選常務委員之資料將會作為本會競選用途。 

*請在適當的內用表示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    參選人簽署：______________ 

                                              

                                              參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 

 

1.參選人須先獲得三位和議的家長同意，如一經發現失實，其參選資格會被取消。 

2.選舉主任會聯絡有關和議人以核實資料。 

1.和議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2.和議人子女: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 

3.和議人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和議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2.和議人子女: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 

3.和議人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和議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2.和議人子女: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 

3.和議人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