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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書院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指引》 

一、引言 

本校法團校董會於2014年8月29日正式成立。 

根據《教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規定，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之註冊校董

成員須包括校友校董。而校友校董選舉須透過法團校董會所認可的校友會舉行，

因此母佑舊同學會-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以下簡稱校友會)須負責執行選舉校友

校董進入法團校董會。校友會在學校正式成立法團校董會後，根據「教育局校友

校董選舉指引」及 聖母書院法團校董會章程 (附 件 一 ) , 並按照法例要求的規

章下，以公平、公開及公正的原則，舉行校友校董選舉，並提名當選人予法團校

董會，出任學校的校友校董。  

二、校友校董的職責 

以個人名義，加入法團校董會，並履行校董的職責(附件二)； 

 

三、候選人資格  

3.1 聖母書院所有校友都有資格成為聖母書院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以下簡稱校友校

董)候選人。 

3.2 如出現下列情況，有關校友便不能獲提名為校友校董︰  

3.2.1她是學校的在職教員(因為教員可用教員校董的身分加入法團校董會)；或 

3.2.2 她並不符合《教育條例》第30條(附件四)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3.2.3 她已連續擔任兩屆校友校董。 

3.3 根據條例規定，校董不可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因此，

任何人士均不可同時出任校友校董及家長校董。如兩個界別於同一時間在學校舉

行選舉，候選人亦不可同時參選兩個界別的校董選舉。 

 

四、人數和任期  

校友校董人數為一人，任期為兩年，註冊當天起計，註冊日是在九月一日後，則

由註冊日至該學年八月三十一日將作第一年任期計算。其後由九月一日至八月三

十一日為一年。校友校董只可再被提名連任一次，之後必須相隔最少兩年才可再

被提名。 

  

五、提名程序  

5.1 選舉主任  

選舉主任可由校友會的幹事互選或由學校委派一名校友擔任，但選舉主任本身不可

以是校友校董選舉的候選人。 

5.2 提名期限 

提名截止日期須在舉行選舉的日期(投票日的第一天)之前不少於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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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提名 

5.3.1 選舉主任將在開始接受提名前以校友會網頁(http://www.olc.edu.hk/ppa)及經由校

友登記的電郵通知校友，有關校友校董選舉事宜，亦會在校友會網頁附上

提名表格及個人資料簡介表。每名校友可提名本人或另一名合資格的校友

參選。 

5.3.2 如候選人數目相等於空缺數目，則候選人將自動當選。 

5.3.3 如沒有人獲提名參選，校友會將延長提名的截止日期及選舉日期 14 天。

在延期 14天後，如仍沒有人獲提名參選，法團校董會可根據條例第 40AP(5)

條，提名其章程所規定數目的校友，註冊為該校的校友校董。  

5.4 候選人資料 

5.4.1 每位獲提名的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提交已填妥的參選表格，並須申報是否

附合《教育條例》第30條所載有關常任秘書長可拒絕校董註冊的理由(附件

四)，助校友判斷他是否適合及適當的候選人。 

5.4.2 選舉主任須於選舉日之前不少於 7 天，通知校友瀏覽本會網頁，參閱候選

人的姓名及簡介，包括他們在參選表格內所申報的資料。校友會不會承擔

刊登有關資料而涉及的任何訴訟的法律責任。該通知亦會解釋有關選舉的

安排和時間表。 

5.5 投票人資格 

所有校友均符合資格投票。所有合資格投票的人士都享有同等的投票權。每名校

友有一票。 

 

六、選舉程序 

6.1 投票日期 

校友校董選舉的投票日期與提名截止日期相距最少14 天。 

6.2 投票方法 

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以不記名方式進行，即投票人不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

名或任何可辨識身分的符號，亦不得讓其他投票人目睹他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校友須在投票日親身到校取選票及投票。 

6.3 點票 

6.3.1 選舉主任須於投票當日安排一個點票會，邀請校友會會長、校友會幹事、

所有校友、各候選人及校長見證點票工作。 

6.3.2 在點票期間，選舉主任應確保所有選票均已從投票箱倒出，才開始點票。

如有以下情況，選票當作無效：  

6.3.2.1 選票上所投的候選人數目，超逾認可數目；或 

6.3.2.2 選票填寫不當；或 

6.3.2.3 選票加上可令人找出投票者身分的符號。 

6.3.3 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校友校董。若兩個或以上候選人

得票相同，會以抽籤決定，抽定者即當作得票較多者。  

6.3.4 選舉工作結束後，所有已投的選票將放入公文袋內並密封。選舉主任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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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會會長或副會長須分別在公文袋面上簽署。公文袋和選票由校友會保存

最少六個月，以便在有人提出有關選舉不當的指控時，供調查之用。 

 

6.4 公布結果 

6.4.1 選舉主任將透過校友會網頁，公布選舉結果。 

6.4.2 落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布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校友會提出上

訴，並列明上訴的理由。 

6.4.3 沒有列明理由的上訴書不獲受理。 

6.4.4 校友會會長須委任一名未參與點票的校友及由校長委任一名未參與點票工

作的教師為上訴委員處理上訴。如果需要重新點票，須邀請投訴人及所有

候選人出席監察。  

6.4.5 上訴委員的決定為最終的決定。如果兩位上訴委員未能達成一致裁決，上

訴則交由幹事會會同最少一名顧問老師作最終的決定。 

七、選舉後跟進事項 

校友會須以書面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校友，出任學校的校友校董。 

八、填補臨時空缺 

如校友校董在任期內離任，出現空缺，校友會須以同樣方式在三個月內進行補選，

填補有關的空缺。如校友會無法於該段期間進行補選，則法團校董會可基於充分

理由，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申請將填補有關空缺的時限再繼續延長。 

九、注意事項  

作為校友校董選舉的候選人及投票人，校友須留意載於附件五的道德操守守則，

嚴加遵守，以確保選舉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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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引 用 「 聖 母 書 院 法 團 校 董 會 章 程 」  

 

第三部分――註冊校董的提名或選舉 

 

18. 校友校董的提名  

 

18.1 校友校董必須經由認可校友會按照條例第40AP條提名，而提名時該會已獲辦學團

體承認，始可註冊為校董，惟校友校董必須不屬該校教員。 

 

18.2 若無人據章程第18.1條取得提名，法團校董會可參照條例第40AP條提名一位校

友，註冊為校友校董，只要該提名已獲得大多數校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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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引 用 「 聖 母 書 院 法 團 校 董 會 章 程 」  

 

第二部分――法團校董會的組成、校董任期及職責 

 

13. 校董職責 

 

13.1 法團校董會全體成員所抱持的學校願景與使命，必須與章程第二條（附件三）列明

的保持一致，並須力圖按照有關願景與使命，捍衛和履行其職責；任何成員不得

以法團校董會成員的身份，作出辦學團體認為有違本校願景與使命的事。 

 

13.2 法團校董會全體成員須完全接受本章程約束，包括按以下第十部分（見下）列明程

序對其所作的修訂。 

 

13.3 每位校董就任時須書面簽署，表明其認同本章程第二條所載本校願景與使命，並

保證忠實遵從及實現有關願景與使命。 

 

13.4 任何類別的校董須以其個人身份為本校及本校學生的利益和福祉行事。 

 

13.5 校董作為整體必須負責：  

(a) 確保學校維護和履行第二條所列明的學校願景與使命； 

(b) 遵照辦學團體的指令，發展並制訂與學校相關的教育行政管理的政策； 

(c) 監督規劃和預算的過程，監察學校的表現，確保學校管理的問責性，加強社區

的網絡；以及 

(d) 就學校的表現接受辦學團體問責，並定期向其報告校務。 

 

13.6 身為法團校董會的成員，每位校董須履行以下義務： 

(a) 遵從並執行本章程第二條所列明的學校願景與使命； 

(b) 出席法團校董會會議； 

(c) 遵守並服從法團校董會通過的所有決議； 

(d) 協助法團校董會履行其宗旨以促進校務； 

(e) 促進法團校董會與其所屬提名團體之間的溝通和合作；以及 

(f) 遵守並執行辦學團體按照學校願景與使命不時所規定的道德及實務守則、及一

般教育政策和原則。 

 

第十部分――章程的修訂 

 

46. 修訂章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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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就本條款的用意而言，本章程第2條所列明的學校願景與使命、有關辦學團體有

權提名並任命校監及辦學團體校董的條款，以及有關遴選校長的條款，均稱作「受

限制條款」。 

 

46.2 在未獲辦學團體事先書面批准，不得對受限制條款的任何部分提出任何更改或修

訂的建議（惟辦學團體按章程第46.3條所提出的建議則除外） 

 

46.3 辦學團體可不時提議更改或修訂本章程，並將有關建議知會校監，而校監則須遵

循章程第46.5(a)、(b)及(c)條所述的程序。 

 

46.4 在符合章程第46.1及46.2條的條件下，校監以外的任何校董可提議將本章程

更改或修訂，惟有關建議必須： 

(i)   採用書面方式，並由提出建議的校董簽署； 

(ii) 獲得不少於全體的三分之一校董支持，並取得其聯署於建議書上；以及 

(iii) 向校監呈遞。 

 

46.5 在考慮根據章程第46.3及46.4條所提出的建議時，必須採取以下程序： 

(a)  在開會討論有關建議前不少於廿八天，校監必須先將有關會議以書面通知全

體校董，並須將有關建議的副本附加在每份通知書上。 

(b)  該會議的法定人數必須不少於全體校董的三分之二，而當中不少於五名成員

必須屬於辦學團體所委任的校董。 

(c)  就通過更改或修訂本章程任何部分而言，除獲出席會議而具投票權的校董之

中的三分之二大多數通過，並取得辦學團體書面支持外，任何決議均屬無效。 

(d)  任何有關更改或修訂本章程任何部分的決議必須於十四天內提交常任秘書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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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引 用 「 聖 母 書 院 法 團 校 董 會 章 程 」  

 

第一部分――前言 

 

2. 本校的願景與使命 

2.1 本校(在本文所指的學校)必須按「天主教」學校模式運作，其「天主教」身份則

須按天主教會所釐訂的準則而獲確認(參照一九八三年頒布的《天主教法典》803

條第1-3節，以及相關的804-806條；另參照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八日發表的梵蒂岡第

二屆大公會議「公教教育宣言」8-9節、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公教教育部發表的「天

主教學校教育的宗教幅度――有關反省與更新的綱領」)。 

 

本校既然矢志延續天主教會對教育的貢獻，必須維護下列核心價值，以及將有關價

值傳授給青少年，為他們日後立身處世作準備，並以此作為學校的願景與使命： 

 

2.1.1 真理：這是人的理智所追求的對象。 

(a) 人的理智具有尋求真理的能力；這能力是我們必須維護的。我們也應鼓勵

和激發人對真理――尤其對有關天主和生命意義的真理――的渴慕。 

(b) 我們必須特別重視那使人明辨是非善惡的智慧，勝過其他方面的知識。 

(c) 誠實的美德要求我們講真話，並付諸實行，即使要為此付出重大的犧牲代

價亦在所不辭。 

 

2.1.2 義德(公義)：這是一種倫理上的德行，要求我們時常毫無保留地讓天主和我

們的近人得到各自所應得的。 

(a) 對天主的義德(公義)稱之為持守宗教信仰的德行；相對鄰人的公義，則促

使人尊重他人的權益和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以促進人與人之間公平相待

和公益共享。 

(b) 只有當人權受到尊重，而每個人都承擔彼此之間的責任，以及承擔對家庭

和社會的責任時，人性的尊嚴才會得到保障和提升，而社會才能享有幸福。 

 

2.1.3 愛德：這是諸德之冠。 

(a) 天主是生命與美善的泉源，祂基於愛創造了萬物，並召叫整個人類成為祂

的兒女。作為天主大家庭的成員，我們的人生目標就是分沾天主的福樂，

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以及如兄弟姊妹般愛自己的近人。 

(b) 耶穌基督――天主子、人類救主――是無私大愛和謙卑服務他人的楷模。 

(c) 為使人的生命和所有層面的人際關係能在完美的和諧中彼此連繫，所有德

行的實踐須由愛德啟發和推動。 

(d) 愛德超越公義的嚴格尺度，並促使我們關懷貧苦大眾和需要幫助的人，並

以優先地扶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和邊緣人士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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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生命：這是天主賦予人的無價之寶；生命在本質上就是神聖的。 

(a) 每個人都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並且自受孕至去世為止，都享有生存

的權利。 

(b) 我們應秉承福音所傳授的真福八端精神，懷著平和的心境和望德，面對人

生的種種困難逆境。 

(c) 每個人都有權利享有足以令其過合乎人性尊嚴的生活的一切條件。 

(d) 唯獨真正尊重人類生命的社會，才能為大眾帶來幸福。 

 

2.1.5 家庭：這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 

(a) 唯獨夫婦之間那份毫無保留、彼此無私託付而純潔的愛，才能令人真正欣

慰滿足。要促成幸福美滿的婚姻，我們必須以實踐貞潔的美德作婚前準

備，並以忠誠和不可解除的終身承諾來維繫婚姻生活。 

(b) 性愛是夫婦生活的構成部分，且具有其尊嚴。職是之故，均衡完整的性教

育，必須採取兼顧全人發展和具深度的方式，並強調自律自制和男女互相

尊重的德行。 

(c) 婚姻是家庭的基礎；整全而團結和睦的家庭給予夫婦之間及父母與子女之

間恆久穩固的支持，讓他們各自達成人生目標。整全而團結和睦的家庭，

同時是養育子女的最有利環境，以及造就人類社會福祉的必要條件。 

 

2.2 作為慈幼大家庭的一份子，本校由母佑會創辦，經由母佑會中華會區區會長，把以

下傳授自會祖聖若望鮑思高及協創會祖聖女瑪利亞瑪沙利羅的信念和計劃，成為我

們教育抱負和使命的整全部份： 

(a) 她們牧靈工作應有的目標，是在於教導女青年們，辨認天主對其生活的計劃，

並把它作為一項使命而予以接受。（會憲 72） 

(b) 她們的使命，使她們成為耶穌善牧之愛的標誌和媒體，以預防教育法–理智、

宗教、和愛–的方式，實行基督化整體教育的計劃。（會憲 63 及 66） 

(c) 她們致力培育青年成為「善良的基督信徒和正直的國家公民」，為此，她們牧

靈的計劃，旨在提高女青年的整個為人。逐漸引導她負起自己成長的任，並

替自己建立一個能正確批判、自由選擇、為人服務的人格。（會憲 69） 

(d) 她們走向平民階級的女童和女青年，尤其是那些最貧窮的，用勸導與愛的力

量，與聖神合作，為使基督在她們心中成長。（會憲 6 及 7） 

(e) 她們把那些以福音為基礎的純真價值，幫助她們經驗在天主的愛中成長，並

留神注意時代的要求和個別教會的急需。（會憲 6 及 66） 

(f) 她們也要幫助她們認識聖母瑪利亞，這位慈愛可親、善解人意的母親，賦予

安全的助佑者，好讓她們學會愛慕她，效法她常樂意為主為人服務的精神。 

（會憲 71） 

會憲 = 母佑會會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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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據第 2.1 條提出的核心價值，為能把以上的信念和計劃在本校實行，我們設法營

造以下的教育環境： 

(a) 維護優良的傳統，就是尊重及與來自不同背景的持份者通力合作，教育的成

功有賴所有有關的單位共同努力，好能實現本條文所闡明的學校抱負和使命； 

(b) 在學校裡提供一個富有互相信任和愛的家庭環境； 

(c) 在常規的課程中設立由辦學團體提供的宗教教育課程，在學校裡營造天主教

的氛圍及保持宗教傳統，例如為全校師生舉行的早禱、瞻禮日的禮儀或感恩

祭等。 



聖母書院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指引  

 10 / 11  

 10 

 

附件四  

有關校友校董選舉的規定,參選人不得為<<教育條例>>第30 條所列的任何一種情況，

參選人須為此作出申報。 

註：<<教育條例>>第 30 條例規定，遇有以下情況，常任秘書長可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某

間學校的校董— 

⚫ 申請人每年最少有 9個月不在香港居住； 

⚫ 申請人並非出任校董的適合及適當人選； 

⚫ 申請人的准用教員許可證以前曾被取消； 

⚫ 申請人未滿 18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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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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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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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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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請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處監禁的刑事罪行；或 

⚫ 申請人已註冊為五間或以上的學校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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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校友校董選舉中須留意的道德操守  

候選人的提名：  

1. 不得提供利益令任何人參選或不參選。  

2. 不得提供利益令任何已獲提名的候選人退出競選。  

3. 不得提供利益令任何候選人不盡最大努力促使其本人當選。  

4. 不得索取或接受任何人的利益而參選或不參選。  

5. 不得索取或接受任何人的利益，而在獲提名為候選人後退出競選。  

6. 不得索取或接受任何人的利益，而不盡最大努力促使其本人當選。  

7. 不得施用或威脅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令任何人參選或不參選，或退出競選。  

8. 不得以欺騙手段令任何人參選或不參選，或選出競選。  

競選活動：  

1. 不得發表包括（但不限於）候選人的品格、資歷或以往的行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達

關鍵程度的陳述。  

2. 不得參與任何可能引致批評或指稱不適當的活動，並須遵守選舉公平原則。 

3. 不得在任何競選活動中，特別在競選刊物中聲稱或暗示獲得任何人士或機構支持，

除非已得到該名人士或機構的書面同意。  

投票：  

1. 不得提供利益，令他人在選舉中不投票。  

2. 不得提供利益，令他人在選舉中投票或不投票予某候選人。  

3. 不得提供食物、飲料或娛樂，或償付用於提供該等食物、飲料或娛樂的費用，以影

響他人在選舉中不投票。  

4. 不得提供食物、飲料或娛樂，或償付用於提供該等食物、飲料或娛樂的費用，以影

響他人在選舉中投票或不投票予某候選人。  

5. 不得向任何人施用或威脅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以影響他人的投票決定。  

6. 不得以欺騙手段誘使他人在選舉中不投票。 

7. 不得以欺騙手段誘使他人在選舉中投票或不投票予某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