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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選舉 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香港培正中學校友校董 
 

 

本會茲定於 9月 28 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選舉 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任期兩年 

 

香港培正中學一位校友校董，敬希各位紅藍校友撥冗出席，積極投票。詳情如下: 

 

日期 : 2019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 

時間 : 2:30 pm 

地點 : 九龍窩打老道 80 號香港培正小學 A座 6樓昕社室(K 座電梯按 5字)  

 

9 月 28 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本會特別會員大會舉行香港培正中學校友校董選舉，有關 

 

選舉提名方法，投票資格及選舉方法，詳見關於香港培正中學校友校董選舉程序及提名表 

 

格。提名截止日期: 8 月 28 日， 如有對上述事項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3 4093 或  

 

電郵 info@puiching.org 與本會聯絡。   

 

 此 致 

 

各位培正校友 

 

 

香港培正同學會 

會  長 何浩元 

副會長 雷禮和 羅志明 潘嘉衡  

 劉詩韻 陸効民 郭秀山  

2019 年 7 月 25 日 

                                                               



 

香 港 培 正 同 學 會 
2019 年至 2021 年度香港培正中學校友校董提名表格 

提名截止日期:  8 月 28 日 
 

候選人資料（必須為級社代表） 

姓名：  

 

級社： 年齡： 

地址：  

 

電郵：  

 

電話： 

自我介紹：（請勿超過 250 字） 

 
 
 
 
 
 
 
 
 
 
 
 
 
提名人（必須為香港培正同學會會員） 

 姓名 級社 簽名 同學會核實 

1.  
 

   

2.  
 

   

3.  
 

   

4.  
 

   

5.  
 

   

6.  
 

   

7.  
 

   

8.  
 

   

9.  
 

   

10.  
 

   

  
候選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選人資格： 
1. 候選人必須為曾在香港培正中學就讀5之同學會會員6； 
2. 候選人必須為級社代表； 
3. 候選人須經十名曾在香港培正中學就讀之同學會會員提名； 
4. 每位同學會會員只可提名一位候選人，如重複提名，則提名作廢。 

                                                 
5  一. 1984年以前曾在香港培正中學包括中學部、小學部或幼稚園部肆業者都是培正中學校友； 

    二. 1984年香港培正小學獨立註冊後，只曾就讀培正中學者，方為培正中學校友  ; 

本會會員中，以上兩部份校友都享有提名、投票及參選權。 

6
  有關同學會會員之定義，請參看香港培正同學會會章「Membership」第四及第五條。 



 

 

香 港 培 正 同 學 會 
香港培正中學校友校董選舉程序 

 
香港培正中學於 2011 年 7 月成立法團校董會，根據教育局建議，該校董會內應包括校友校董，名額一名， 

任期二年。香港培正中學指定香港培正同學會（下稱同學會）為本港唯一的合法校友組織，並委托同學會選出 
校友代表，加入校董會，以加強學校與校友的溝通。 

 
同學會常務理事會經召開會議商討後，訂定選舉程序如下： 
 
1. 同學會將於選舉前兩個月以郵件或電郵方式通知校友有關當屆校友校董選舉事宜，並在同學會網頁上公布 

有關詳情。 
 

2. 有意參選校友須經提名，成為候選人，於會員大會1或為此而召開之特別會員大會中選出。 
 

3. 候選人資格： 
3.1 候選人必須為曾在香港培正中學就讀2之同學會會員3； 
3.2 候選人必須為級社代表； 
3.3 候選人須經十名曾在香港培正中學就讀之同學會會員提名； 
3.4 每位同學會會員只可提名一位候選人，如重複提名，則提名作廢。 

 

4. 提名方法： 
4.1 有意參選者請往同學會辦公室索取或在同學會網站下載校友校董提名表格，填妥後交回同學會； 
4.2 提名表格後須經候選人簽署及同學會核實，方可成為正式候選人； 
4.3 會員大會前一個月截止報名參選； 

 

5. 選舉方法： 
5.1 同學會在截止報名後，將會： 

5.1.1 在同學會網頁公布合資格候選人名單； 
5.1.2 委任一位非候選人之會員擔任選舉主任，負責監察有關提名、分發選票及點票等工作； 
5.1.3 於同學會周年會員大會或為此而召開之特別會員大會上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出校友校董； 
5.1.4 邀請培正中學校長或其代表蒞臨擔任監票工作； 

 

5.2 選民必須為曾在香港培正中學就讀 2 之同學會會員 3； 
 

5.3 未暇出席之選民可按會章規定4於會員大會召開之四十八小時前，以書面委托選舉主任代表投票； 
 

5.4 如只得一候選人，將自動當選，毋須投票； 
 

5.5 如多於一候選人，將以一人一票方式投票，得票較多者當選； 
 

5.6 如會員大會 1 或為此而召開之特別會員大會流會，同學會將依會章在一週後召開續會，進行選舉； 
 

6. 選舉完成後，同學會會將選舉結果於同學會網頁內公布並通知香港培正中學法團校董會，經由香港培正中學

法團校董會依例確認，再呈交教育局審批。 
 
                                                                              香港培正同學會 
                                                                           2011 年 7 月 11 日修訂 

 

 

                                                 
1  會員大會得按香港培正同學會會章《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HONG KONG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內「General Meetings  」所述召開。該會章已上載至 http://www.puiching.org/homecom‐con/maa/。 
2  一. 1984 年以前曾在香港培正中學包括中學部、小學部或幼稚園部肆業者都是培正中學校友； 

  二. 1984 年香港培正小學獨立註冊後，只曾就讀培正中學者，方為培正中學校友  ; 

本會會員中，以上兩部份校友都享有提名、投票及參選權。 
3  有關同學會會員之定義，請參看香港培正同學會會章「Membership」第四及第五條。 
4  有關同學會會章內委托代理人之規定，請參看香港培正同學會會章「Votes of Members」第三十條。 

 
 



General Meetings 
 

13. The first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held at such time, not being 
less than one month n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and at such place as the signatories of these Articles may 
determine. The Meeting shall be known as the Inaugural Meeting. 

 
14. A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held once in every calendar year at such time (not being 

more than fifteen months after the holding of the last preceding general meeting) and 
at such place a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from time to time appoint. 

 
15. The above-mentioned general meetings shall be called “Ordinary 

General Meetings” and other general meetings shall be called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s”. 

 
16. The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whenever he thinks fit, convene an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and extraordinarygeneral meetings shall also be 
convened on the requisition of eleven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or, in default, 
may be convened by such requisitionists as provided by Section 113 of the Ordinance. 

 
17. An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shall also be convened on the requisition of no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members. 
 
 

Membership 
 

4. The subscribers to the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ll 
members of the 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known as “The Hong Kong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香港培正同學會）at the date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and such other persons of good conduct, residents of 
Hong Kong and possess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and admitted to 
membership under these Articles shall b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1) Having graduated from or studied at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or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 or any of their branches or Pui Ching and Pui To United Middle 
School at Canton, Hong Kong, Hokshan, Macao, Ping Shek, Kweilin and any part 
of the world. 

 
(2) Having served as a director or taught at any one of the schools set out in (a)  

above and who are desirous of patronizing the Association. 
 

(3) Currently serving as directors and teachers of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or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 

 
(4) Any other persons who have made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Association and who  

have been approved and invited to be a non-voting honorary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5. Every candidate for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shall complet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1) The candidate shall be introduced by the representative of his own class or  
school. 
 

(2) The candidate shall sign the prescribed application form which shall also be  
signed by the proposer who must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3) The candidate shall pay the fees prescribed by the Association. The application for 
membership of any candidates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Votes of Members 
 

30. The instrument appointing a proxy and the power of attorney or other  
authority, if any, under which it is signed or a copy of that power or authority  
shall be deposited at the registered office of the Association not less than  
forty-eight hours before the time for holding the meeting or adjourned  
meeting at which the person named in the instrument proposes to vote, and in  
default the instrument of proxy shall not be treated as valid. A proxy must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entitled to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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