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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家長教師會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YENCHING COLLEG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會址：新界青衣牙鷹洲街 12 號     電話：2387 9988  傳真：2386 8814     網址：http://pta.yenching.edu.hk 
 
常務委員會 
 
 
顧問 
校監許俊炎先生 
梁國基校長 
 
 
主席 
王淑貞女士 
 
 
副主席 
黃志毅先生 
梁美華老師 
 
 
秘書 
張鳳琪女士      
梁大輝副校長 
 
 
司庫 
藍席嬈老師 
 
 
稽核 
霍鳳儀女士 
 
活動 
何家燕女士 
劉惠珍女士 
黃綺雲女士 
胡慧敏老師 
 
 
出版 
馬麗珠女士 
高晴暖老師 
 
 
常務委員 
梁詠珊女士 
黃斐老師 
 
 
 
 
 
 
 
 
 
 
 
 
 
 
 

 

敬啟者： 
有關家長教師會第九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 

本校家長教師會家長常務委員第八屆任期即將屆滿，需要進行選舉，選出新一屆(第
九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日程如下： 

14/9 派發候選人提名通告 
25/9 截止提名及收集候選人自我介紹資料 
2/10 派發選票 
9/10 投票日 

 投票時間由上午 8:30 至下午 4:00，投票當日家長可親自到學校校務

處投票或經子女把選票帶回投票 
 開票及唱票於下午 4:00 在本校一樓演講室進行，歡迎所有家長、候

選人見證點票工作(選舉得票最多的 9 位候選人當選家長常務委員) 
10/10 新一屆委員互選職位 
16/10 派發選舉結果通告 
28/11 新一屆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現誠意邀請各位家長參加是次選舉，與學校攜手栽培學生成長。如有興趣參選或提名

適當人選，請填妥本函附件二「提名候選人表格」及邀請候選人填寫附件三「候選人資料

收集」，連同本函回條，一併著 貴子弟於 9 月 25 日（星期五）或以前交回班主任，以利籌

備。 
此外，學校委任梁大輝副校長、梁美華老師、藍席嬈老師、黃斐老師、胡慧敏老師及

高晴暖老師為新一屆家長教師會教師常務委員，任期為 1/9/2015~31/8/2016。是次選舉之提

名、投票及點票工作將由家長教師會副主席梁美華老師負責，任何查詢歡迎聯絡梁美華老

師(23879988)。 
此致 

貴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家長教師會 

 
副主席                  代行 

梁美華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四日                          
註：隨函附奉家長教師會會章（節錄）(附件一)、提名候選人表格(附件二)及候選人資料收

集表(附件三)。 
----------------------------------------------------------------------------------------------------------------- 

（請於適當□加 。）  
回   條 

敬覆者：本年九月十四日有關家長教師會九屆第家長常務委員選舉一事敬悉，並接到各項

附件。 

本人□同時交回附件二及附件三。 

    □沒有交回任何附件。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家長教師會主席 

中___年級___班___號學生：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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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家長教師會會章(節錄) 
8. 常務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權： 

8.1 本會會務由常務委員會負責推行，其組織如下： 

8.1.1 常務委員會由十五人組成，包括家長九人及教師六人。另設候補家長委員三

人，遇家長委員出缺時，依家長常務委員選舉大會選舉票數順序補上接替

成為委員，職位安排按會章 8.2 由委員互選產生。另由常務委員會委出不多

於十位的增選家長委員，其中包括三位候補家長委員。增選委員有權列席

常務委員會之會議。                                                                                               
8.1.2 校監及校長為常務委員會之當然顧問，有權列席常務委員會之會議。 
8.1.3 教師委員由校長薦任，家長委員則在週年大會中或舉行前由會員以不記名之

投票方式選出。 
8.1.4  只有現有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或現職教師可選出本會的常務委員。 

8.2 常務委員會主席及其他委員職位由委員互選產生。 
8.3 常務委員會之職員如下： 

8.3.1 主席一人（由家長委員出任） 
8.3.2 副主席二人（由家長及教師委員各一人出任） 
8.3.3 司庫一人（由教師委員出任） 
8.3.4 稽核一人（由家長委員出任） 
8.3.5 秘書二人（由家長及教師委員各一人出任） 
8.3.6 活動四人（其中一人須由教師委員出任） 
8.3.7 出版二人（其中一人須由教師委員出任） 
8.3.8 常務委員二人 

8.4 常務委員會每年最少開會三次，並須有過半數委員出席方為合法。 
8.5 各委員之任期均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8.6 常務委員會各職員之職權如下： 

8.6.1主席： 
8.6.1.1 負責召開及主持會員大會及常務委員會會議。 
8.6.1.2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及常務委員會之議決案。 
8.6.1.3 負責會務之推行及文件之簽署。 
8.6.1.4 代表家長向校方提供意見。 

8.6.2 副主席：輔助主席推行會務。主席缺席時，由副主席（家長委員）代行其職

權。由教師委員擔任之副主席須負起一般聯絡工作。 
8.6.3 司庫：負責本會各項收支帳目，並須在週年會員大會呈報已經稽核的財政報

告。 
8.6.4  稽核：負責審查司庫編寫之財政收支紀綠，及於審核後加簽，以資証明。 
8.6.5  秘書：負責會議紀錄及一切文書工作。 
8.6.6  活動：負責本會各項康樂及文教活動的籌辦工作。 
8.6.7  出版：負責出版家長通訊。 
8.6.8  常務委員：負責協助推行本會一切會務。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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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家長教師會 

2015-2017(第九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 

提名候選人表格 

填寫表格注意事項： 

1. 凡本會家長會員(會章第4.1：凡在本校就讀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均自動成為本會家長會員。

惟每一家庭只可選一位代表作為會員。且有義務繳交會費)均有選舉權(會章第 5.1：家長會

員及教師會員在周年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可享有選舉、被選、委任、罷免、及表決權，

並可審查及通過財務報告，及主席工作報告)。 

2. 提名可分為自我提名(自薦)或提名他人成為候選人。 

3. 自我提名會員請填 A表。自我提名需要獲得另一名會員和議。和議人可為家長會員或教師會

員或友好會員 (會章第 4.4：凡曾為本會家長會員之校友家長，可申請成為友好會員。且有

義務繳交會費。) 

4. 提名他人請填 B表。提名他人不設限額，唯提名者必須取得被提名者的同意及另一名家長、

教師或友好會員和議，提名方為有效。如表格(B表)不敷應用，可自行影印。 

5. 呈交提名候選人表格(附件二)的同時必需附上候選人自我介紹資料收集(附件三)。 

 

 

*如多於一名子女就讀本校，請填寫最年幼子女資料。 

自我提名人資料 

本人申請成為 2015-2017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選舉候選人。 

 

自我提名人姓名：______________ 

自我提名人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別(學號)*：__________(    )  

和議人資料 

本人願意和議____________先生/女士成為

2015-2017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選舉候選人。 

 

和議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會籍類別：家長 / 教師 / 友好 (請刪去不適

用字句)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如有) 

班別(學號)*：___________(    )(如有) 

 

自我提名人簽署：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和議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A 表 (自我提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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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多於一名子女就讀本校，請填寫最年幼子女資料。 
  

提名人資料 

本人提名___________先生/女
士成為 2015-2017 家長教師會常

務委員選舉候選人。(請刪去不

適當字句) 

 

候選人資料 

本人謹聲明本人同意成為

2015-2017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選舉候選人。 

 

 

和議人資料 

本人謹聲明本人和議

____________先生/女士成為

2015-2017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選舉候選人。(請刪去不適當字

句) 

 

提名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會籍類別：家長 / 教師 / 友好

(請刪去不適用字句)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如有) 

就讀班別*：______ (如有) 

 

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 

就讀班別*：______/______ 

候選人與學生的關係：________ 

 

和議人姓名：______________ 

會籍類別：家長 / 教師 / 友好 

(請刪去不適用字句)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如有) 

就讀班別*：_______(如有) 

 

提名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候選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和議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B 表 (提名他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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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家長教師會 

2015-2017(第九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 

 候選人自我介紹資料收集  

請有意參加上述選舉的候選人親自填寫姓名、職業、就讀學生姓名班別(如多於一名子女在本

校就讀，請填最年幼子女資料)、及自我介紹(不限字數，以框格大小為限)及一張近照(無需張

貼，請在背後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候選人姓名)，交回給提名人。提名人須於 25/9（五）或

之前著 貴子女交回班主任老師，以確保 2/10（五）能發出選票。謝謝。 

註：「自我介紹」內容會直接剪下貼在選票附件上，建議候選人用深色筆書寫或電腦打印後貼

在指定範圍內。 

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 

 
候選人編號

(由校方填寫) 2015-2017(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常務委員選舉 

候選人自我介紹資料 

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  候選人職業：_______ 

學生姓名/班別：______________/____    與候選人關係：______ 

 

自我介紹(例如參選原因、專長及抱負) 
 
 
 
 
 
 
 
 
 
註： 
1. 如多於一名子女在本校就讀，請填最年幼子女資料 
2. 候選家長編號將由選舉主任在副校長見證下以抽簽方式決定。 
3. 如有疑問，歡迎辦公時間致電 23879988 向梁美華老師查詢。 

附件三 

相片 

(請交近照一

張，但暫無需

張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