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2020-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 行政通告編號 PTA_A2020/21-014 

修訂會章諮詢通告 

 

敬啟者： 

     

為配合本會發展，自 2018 年開始本會透過不同途徑，進行修訂會章相關工

作，當中包括：於第十五屆周年全體會員大會(續會)、五次諮詢會面談、問卷、

回條及電郵等，遂就蒐集的意見，成立了「修章委員會」。 

 

「修章委員會」乃依據 2019 年度會員大會續會的修訂稿為藍本，經整理及總

結後所得修訂會章[第四版]，詳請參閱附件，現供各位會員審閱及表達意見。 

 

如對上述有任何查詢，請於 2 月 24 日前簽覆回條表達或致電 2340 7761 與楊

卓姮主任或何沛凡主任聯絡。 

 

此致 
各會員 

 
 

主席 
 

     謹啓 

(文慧儀) 

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 

 

 



           

 

回條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2020-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 行政通告編號 PTA_A2020/21-014 

修訂會章諮詢回條 

 

 本人已閱讀並知悉以上通告內容，對會章修訂沒有意見。 

 

 本人已閱讀並知悉以上通告內容，對會章修訂意見如下： 

 

                                                                  

 

                                                                   

 

                                                                   

 

                                                                   

 

                                                                   

 

                                                                   

 

                                                                   

 

                                                                   

 

                                                                   

 

                                                                   

 

                                                                   

此致 

家長教師會 

 

學生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 請在方格內「」。 

- 回條請於 2021 年 2 月 24 日或以前交回楊卓姮主任。 



            Hong Kong Red Cross Princess Alexandra Schoo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Cir. PTA_A2020/21-014 

In order to cop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has carried out on the revision of its constitution since 2018. 

 

The "Amendment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to draft the constitution. The 

revised constitution [Fourth Edition] is completed. Please refer to the attachment for 

details. It is now available for member to review and comment.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Ms. Yeung or Mr. Ho our teachers at 23401329..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1st February 20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ly slip of  Cir. PTA_A2020/21-014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ntents of the above notice, and have no comments 

on the re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ntent of the above notice, and my comments on 

the re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re as follow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Parent:            Contact number:      

Name of Student:     (  ) Class: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家長教師會會章 4.0 26/1/2021 

1. 會名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家長教師會(以下簡稱「本會」)。 

Hong Kong Red Cross Princess Alexandra Schoo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2. 性質 

本會是根據《社團條例》第 5A(1)條之規定註冊成立。本會自當尊重辦學團體

的辦學理念及本會宗旨處理會務。 

 

3. 會址 

香港九龍觀塘復康徑 8號 

 

4. 宗旨 

4.1 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 

4.2  透過家校緊密合作，共同促進子女在學業和身心各方面健康成長。 

4.3  透過策劃及舉辦各類發展性及康樂性活動，發展家長潛能，增進父母與 

  子女關係。 

5. 會員 

5.1 下列人士均有資格成為本會會員 

5.1.1家長會員-所有現就讀本校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包括實際管養該 

學生的人)，而每名學生可有不多於二人成為家長會員。 

5.1.2 教職員會員-所有本校現任教師及專責職員（專責職員是指受顧本

校擔任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學校社工、物理治療師、職業

治療師、職業治療助理員、護士、舍監、副舍監、宿舍家長主管、

宿舍家長、活動輔導員、一級及二級宿舍工作員）。 

5.1.3 聯屬會員-校友家長可申請成為聯屬會員，並以家庭為單位， 

｢家長｣就學生而言，包括學生的監護人(包括實際管養該學生的

人)，而不多於二人可成為聯屬會員。聯屬會員無權參加「常務委

員會」選舉或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亦無投票權。 

5.2 本會會員(聯屬會員除外)可選出或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家長委員 

由會員選舉得出，教職員委員由校方委任。 

5.3 在投票選舉常務委員時，家長會員以每名學生計，每名學生可有不多於 

二人成為家長會員，每名學生獲發兩票；教職員會員以一人一票計。 

    5.4 各會員有責任履行和遵守會章各項規則，並依從會議的決定。若有違規， 

「常務委員會」有權取消其會員資格。 

    5.5 除繳交會員會費外，會員並無義務向本會提供金錢資助。任何會員均可 

   自願捐款予本會，以進行各項或某一項有意義的工作。 

    5.6 所有會員須繳交會員年費，會員年費調整需經本會「常務委員會」通過。 



    5.7 本會不會歸還會員已繳交的會費。所收會費將用作本會推行會務之用， 

或經「常務委員會」批准之其他用途。 

 

6. 組織 

6.1 本會由｢會員大會｣和｢常務委員會｣組成。 

6.2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聯屬會員除外)

組成，｢會員大會｣休會期間，本會的所有會務均由｢常務委員會｣處理。 

6.3 ｢會員大會｣由｢常務委員會｣召開，｢常務委員會｣因應需要，可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如需召開｢會員大會｣(包括「特別會員大會」)，須在開會前

最少十四天通知各會員。 

6.4 每年最少應舉行一次｢會員大會｣。 

6.5 「常務委員會」在接獲最少二十名會員(聯屬會員除外)提出列明討論某項

或某些事宜的書面要求後，須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6.6 ｢會員大會｣（包括「特別會員大會」）的法定出席人數為三十名會員(聯屬

會員除外)。若人數不足，由主席宣佈流會，並必須於一個月內召開第二

次｢會員大會｣，該次｢會員大會｣以當日出席人數為法定人數。所有｢會員

大會｣通過的議案，除下述第 10 項｢修改會章/解散家長教師會｣外，須有

半數以上出席的會員(聯屬會員除外)支持，方屬有效。 

6.7 如教育局宣佈肢體傷殘兒童學校當日停課，則原訂當日舉行的「會員大會」

將會取消。 

6.8 ｢常務委員會｣由十二名委員組成，其中六名為家長會員、六名為教職員會

員，校長為顧問。｢常務委員會｣會議必須有三分之二委員出席，方為有效。

所有｢常務委員會｣通過的議案，須有半數以上的常務委員支持，方屬有效。 

6.9 ｢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以互選方式，選出以下六位委員： 

 主席 

 文書 

 司庫 

 康樂 

 宣傳 

 聯絡 

    6.10 ｢常務委員會｣教職員委員會由校方委任出以下六位委員： 

 副主席 

 文書 

 司庫 

 康樂 

 宣傳 

 聯絡 

6.11每屆「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任期均為兩學年，家長委員可競選連任，以 



 連任不超過一次為限(即總任期為兩屆)。 

6.12 如參與選舉的家長委員候選人人數多於六名，得票最多的六名候選人將

出任常務委員;如該次選舉的家長委員候選人只有六名或少於六名，會員

只須在選舉進行確認，候選人即當選成為常務委員。如年中委員出缺，   

｢常務委員會｣可透過補選填補空缺，若經補選後最終沒有人出任懸空職

位，「常務委員會」可按會員或委員推薦，委任會員加入「常務委員會」。

有關推薦需獲半數以上委員支持、並得會員透過相關通告確認。 

6.13 在同一屆任期內，同一家庭不可以有兩名成員出任「常務委員會」的委 

員。 

6.14 在上述的所有會議中，若雙方的票數相同而並無一方取得簡單多數票，

則主席可以投決定性一票。 

6.15 ｢常務委員會｣中的家長委員均為義務人員。 

 

7. 家長校董選舉 

7.1 「常務委員會」負責委派一名選舉主任，監察有關提名、分發選票及點票 

 工作。選舉主任除了本身不可是家長校董候選人外，上述兩者亦應來自不 

 同家庭，以保持中立。 

7.2 家長校董可以參選為本會委員，反之亦可；提名及選舉程序可參考教育局

《家長校董選舉指引》。 

 

8 財政 

8.1 除會費外，本會可向會員徵收活動費。 

8.2 本會可將本會的款項用於發展和支付會務各項開支。 

8.3 司庫須於｢常務委員會｣的會議中，報告本會的財政狀況。 

8.4 「常務委員會」應將本會所收到的全部款項，存放在一個以家長教師會名 

義開設的銀行戶口。提取本會款項的所有支票均須由主席、副主席或 司 

庫中任何二人的簽署，才屬有效，該兩名人士必須為一名家長委員及 

一名教職員委員。 

 

9. 核數 

｢會員大會｣須委任兩名非常務委員的會員(聯屬會員除外)，分別為家長會員及

教職員會員各一，負責每年最少查核本會的帳目一次。 

 

10. 修改會章/解散家長教師會 

10.1會章的任何修訂均須經由｢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會｣的三分之二 

或以上出席的會員(聯屬會員除外)通過方屬有效。 

    10.2如遇本會解散，有關的決定須獲出席｢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 

的三分之二或以上會員(聯屬會員除外)贊同。若有任何餘下的資產， 



      應跟從該次會議中的決定捐贈予本港根據《稅務條例》第 88條獲豁免 

        繳稅的慈善團體。                                         ~完~ 

 

待 2019年 6月 26日周年大會通過 

修訂於 2020年 1月 14日 

修訂於 2021年 1月 14日 

修訂於 2021年 1月 21日 

 第十六屆第二次常務會議  

修訂於 2021年 1月 26日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家長教師會會章  

 

1. 會名 

定名為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家長教師會，以下簡稱本會。 

Hong Kong Red Cross Princess Alexandra Schoo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2. 性質 

本會附屬於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為法團校董會(下簡稱校董會)

屬下的一個非獨立註冊自務會社。基於本會之自務性質，除與外界聯繫工作

必先徵得法團校董會同意外，日常運作與財務均以自治形式執行。本會自當

尊重校方政策及遵照香港紅十字會「有關防止貪污的紀律守則」處理本會會

務。 

 

3. 會址 

本會的會址是香港九龍觀塘復康徑 8號 

 

4. 宗旨 

本會的宗旨是 

4.1 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 

4.2 培養家長與教師及各位家長之間的友好關係。 

4.3 討論共同關心的事宜，以及合力改善學生的福利。 

 

5. 會員 

5.1 下列人士均為本會當然會員 

⚫ 所有現就讀本校學生的家長。(父、母或監護人等其中一人)。 

⚫ 所有本校現任教師。 

⚫ 所有本校現任的專責人員（專責人員是指受顧本校擔任學校社

會工作者、語言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職業治療

師助理、教育心理學家、護士、舍監、助理舍監、院舍家長主

管、院舍家長）以及其他在特殊學校資助則例中指明的人士。 

5.2 只有本校現任教師或現正就讀本校的學生家長可選出或成為常務

委員會委員。 

5.3  在投票選舉常務委員會中，家長會員以每學生一票計；教師會員

以一人一票計。 

5.4  各會員有履行遵守會章各項規則、依從會議的決定等義務。 

5.5  會員並無義務向本會提供金錢資助。任何會員均可自願捐款予本

會，以進行各項或某一項有意義的工作。 



5.6  聯屬會員 

⚫ 校友家長可申請為聯屬會員，聯屬會員可參與本會舉辦的活

動，但無權參加理事選舉或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亦無投

票權。 

⚫ 申請為聯屬會員須繳付會費，會費調整需經本會常務委員會及

法團校董會通過。 

 

6. 組織 

6.1 本會由會員大會和一個常務委員會組成。 

6.2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負責選舉常務委員會委員、省覽常務委員會

提交之年度工作及財務報告、在有需要時向學校建議修訂本會會章等，

並向法團校董會負責。 

6.3 本會的日常會務均由常務委員會處理。常務委員會必須於學年初向法團

校董會提交年度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6.4 全體會員大會由常務委員會召開，該委員會可召開周年全體會員大會或

特別全體會員大會。召開會員大會的通知須於開會之前的十四日送交各

會員。 

6.5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應舉行一次以履行上述(6.2)項之職務。 

6.6 常務委員會在接獲最少五分之一會員提出列明討論某項或某些事宜的

書面要求後，方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的通知須於開

會之前十四日送交各會員。 

6.7 所有會員大會的法定出席人數為五分之一當然會員。若人數不足，由主

席宣佈流會，並必須於一個月內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以當日出席人數

為法定人數。所有會員大會通過的議案, 除下述第 9項外, 須有半數以

上出席的當然會員支持, 方屬有效。 

6.8 常務委員會由十二名委員組成，其中六名為家長會員、六名為教師會

員，校長為當然委員。常務委員會會議必須有 2/3會員出席，方為有效。

所有常務委員會通過的議案, 須有半數以上的常務委員支持, 方屬有

效。 

6.9 常務委員會成員以互選方式，選出以下六位理事： 

⚫ 主席(在家長會員中選出) 

⚫ 副主席(在教師會員中選出) 

⚫ 文書 

⚫ 司庫 

⚫ 康樂/聯絡 

6.10  除當然委員外，各委員的任期均為兩年，可連選連任，以連任不超過

    一次為限(即任期為四年)，任期按學年計算。 

6.11 常務委員會有權無須召開會員大會而補選委員，以填補年中出現的  



空缺。 

6.12 在同一屆任期內，同一家庭不可以有兩名成員出任常務委員會的委員。 

6.13 在上述的所有會議中，若雙方的票數相同而並無一方取得簡單多 

  數票，則主席可以投決定性一票。 

6.14 常務委員會的所有工作人員均為義務人員。 

 

7 家長校董選舉 

7.1 按法團校董會章程，本校設有一名家長校董及一名替代家長校董，任期

為 2年，所有本校現有學生的家長，都有資格成為家長校董候選人。家

長就學生而言，包括學生的監護人及並非該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但實

際管養該學生的人。 

7.2 如出現下列情況，有關家長便不能獲提名為家長校董： 

⚫ 他／她是學校的在職教員 

⚫ 他／她不符合＜教育條例>第 30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7.3  常務委員會負責委派一名選舉主任，監察有關提名、分發選票及點票

  工作， 但選舉主任本身不可以是家長校董選舉的候選人。 

7.3 家長校董可以參選為本會主席，反之亦可；提名及選舉程序可參照附件

＜家長校董選舉指引＞。 

7.4 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董，而獲得第二最多選

  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替代家長校董。 

7.5 本會常務委員會可按需要修訂＜家長校董選舉指引＞中有關提名及選

舉程序，但家長校董之數目、候選人資格及任期等，必須按照相關之<

教育條例>及法團校董會之章程，不能隨意修改。 

 

8 財政 

8.1 本會可向會員徵收活動費 

8.2 所有本會的款項除下述(8.4)項外，只可用於發展會務和支付各項開支。 

8.3 義務司庫須於常務委員會的會議中，報告本會的財政狀況。 

8.4 常務委員會有權酌情決定從本會的款項中，撥出某些數目予學校，以供

  設立奬學金、奬項或其他用途，及校長有全權決定所撥給款項的用途。 

8.5 常務委員會應將本會所收到的全部款項，存放在一間指定的銀行戶口。

  提取本會款項的所有支票均須由下述任何二人的簽署，才屬有效：主

  席、副主席或司庫，及簽名的兩名人士必須為一名家長會員及一名教師

  會員。 

8.6 本會如有欠債，基於本會自務性質，常務委員會的委員須負上責任，與

  學校無關。 

 

9.  核數 



全體會員大會須選出兩名會員(家長會員及教師會員各一)，擔當義務稽核

人，負責每年最少查核本會的帳目一次。 

 

10. 修改會章/解散家長教師會 

10.1 本會會章的任何修訂均須由三分之二大多數出席週年會員大會的會員

   通過後，呈交法團校董會批准，方可生效。 

    10.2 如遇本會解散，有關的決定須獲出席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的

   三分二多數會員贊同，並徵得學校行政委員會/法團校董會同意，方可

   生效；若有任可餘下的資產，應接受各會員的決定，捐贈給學校、香 

港紅十字會或本港其他慈善團體。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