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第十六屆校友會幹事會選舉規則

1. 候選人、提名人及投票人資格

凡校友會會員均享有投票、參選及提名的權利。

2. 參選方法

候選人須自組內閣參選，並須得到十名提名人聯名支持。

3. 內閣名額

組閣的法定人數，最少為六人，最多為十四人。內閣候選人不得跨閣競選。

4. 報名方法

候選人可親臨本校或以電郵方式遞交報名表格（見附件一）。

報名表格可自行於校友會網頁

http://info.bmkc.edu.hk/PastoralCare/AlumniAssociation  下載。

5. 參選及提名期限

由 2020 年 5 月 23 日至 2020 年 6 月 6 日。候選內閣名單於 2020 年 6 月 12 日

在校友會網頁公布。

6. 內閣宣傳期限

由 2020 年 6 月 13 日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

7. 投票日

由 2020 年 6 月 27 日至 2020 年 7 月 3 日。

8. 投票方法

採取網上投票的方法。若參選內閣多於一組，獲較多數票者將成為第十六屆

校友會幹事會；若參選內閣只有一組，該內閣須取得過半數之信任票，方

正式成為第十六屆幹事會。前者設有效票、棄權票與廢票，後者則設信任與

不信任票。

9. 點票方法

選舉翌日由現屆幹事點票，並由顧問老師負責監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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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結果公佈

選舉結果將於選舉後兩天內於校友會網頁公布。

11. 幹事會就職

校友會幹事會第一次會議須於上任後兩星期內召開，並按其需要互選其職

位。

12. 查詢或投訴方法

如對選舉結果有任何查詢或投訴，歡迎在公布選舉結果後 7 日內以電郵方

式向選委會提出，本會當竭力跟進回覆。

修訂日期﹕202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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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敎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第十六屆校友會幹事會選舉

報名表格

甲部     參選內閣資料  

內閣名稱：                   

職位 姓名 畢業年份及班別 聯絡電話

主席

副主席

文書

財政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乙部     提名人資料  

姓名 畢業年份及班別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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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參選人資料  

主席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副主席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文書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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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委員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委員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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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委員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委員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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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委員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委員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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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委員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畢業年份：                班別：             

就讀院校或職業：                              

                                             

專長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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