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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諾撒聖瑪利書院 

2013 – 2015 年度家長校董選舉提名表格 
 

第一部份  參選人資料                                                                  

姓 名: 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與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                 

性 別:   男             女  

年 齡:   18–70 歲        >70 歲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_(住宅)     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電 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年度在本校就讀子女資料:  (只須填寫一位)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 號 ) 

 

第二部份  提名人資料 (每位家長會員只可提名兩位(包括其本人)家長參選。)                 

本人 *自薦 / 提名 ___________________(參選人姓名) 參加家長校董選舉。 

 
提名人資料:  (如參選人自薦參加選舉，只需填寫日期及簽署 ，無需重複填寫下列提名人資料。) 

姓 名: 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與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_(住宅)    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本年度在本校就讀子女資料:  (只須填寫一位)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 請刪去不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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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諾撒聖瑪利書院 

2013 – 2015 年度家長校董選舉提名表格 
 

第三部份  和議人資料 (每位家長會員最多可和議兩名參選人。)                                     

和議人(一) 

姓 名: 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與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住宅)       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本年度在本校就讀子女資料:  (只須填寫一位)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和議人(二) 

姓 名: 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與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住宅)       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本年度在本校就讀子女資料:  (只須填寫一位)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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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諾撒聖瑪利書院 

2013 – 2015 年度家長校董選舉提名表格 
 

第四部份  參選人聲明                                                         

按教育條例規定，如常任秘書長覺得有以下情況，可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 

1. 申請人每年最少有 9 個月不在香港居住； 

2. 申請人並非出任校董的適合及適當人選； 

3. 申請人的准用教員許可證以前曾被取消； 

4. 申請人未滿 18 歲； 

5. 申請人年滿 70 歲而無法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書，以證明他在健康方面適合執行校

董的職能； 

6. 申請人未滿 70 歲，而他在常任秘書長提出要求後，無法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書，

以證明他在健康方面適合執行校董的職能； 

7. 申請人在提出以下任何申請時，即： 

(i)  學校註冊； 

(ii)  註冊為校董或教員；或 

(iii) 僱用校內准用教員， 

或在與該等申請有關的事項中，作出虛假的陳述或提供虛假的資料，或因在要項上

有所遺漏而屬虛假； 

8. 申請人是《破產條例》(第 6 章)所指的破產人，或已根據該條例訂立自願安排； 

9. 申請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監禁的刑事罪行； 

10. 或申請人已註冊為五間或以上的學校校董。 

 

謹此申報 

 

   上述所載《教育條例》第 30 條有關常任秘書長可拒絕校董註冊的理由全不適用

於本人。 

 

   上述所載《教育條例》第 30 條第 ___________項有關常任秘書長可拒絕校董註

冊的理由適用於本人。 

 

 

簽 署: 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 號 ) 



 4

嘉諾撒聖瑪利書院 

2013 – 2015 年度家長校董選舉提名表格 

 

第五部份  參選人簡介 (上限 200 字)                          

 

參選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証明此表格內所填資料正確無誤，並同意嘉諾撒聖瑪利書院家長教師會將上述

簡介的資料用作此次參選家長校董之用途。家長教師會不會因刊登有關簡介而涉及

任何訴訟的法律責任。 
 
註: 請隨此表格附上近照乙張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簽 署                        姓 名                      日 期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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