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安當小學 
『校友會』第六屆常務委員會通告第 25 號 

校友校董選舉、校友會幹事會選舉暨燒烤會 

親愛的校友，現在很高興告訴你們，大家又可以回到母校走走、與舊同學相聚了﹗ 

校友會將於 2016年 12月 10日(星期六)於學校舉行校友校董及幹事會選舉(有關詳情請見背頁

及參閱校友會網頁(www.saps.edu.hk)於 11/11/2016發出之選舉指引)。當晚同時舉行燒烤會。大

家藉着這次難得的機會，除可重溫廿載情誼外，更可回憶昔日的點點滴滴。  

燒烤會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6年 12月 10日(星期六) 

地點：學校操場 

時間：下午 3時至 7時 

費用：每位 100元 

名額：採用先到先得方法，限額 200名      

(請聯絡其他校友一同參加) 

截止報名日期：12月 5日下午 5時正 

交費方法： 

1. 請把費用連同參加回條，交回聖安當小學校務處(9時至 5時) 或郵寄支票到九龍油塘道一號聖

安當小學校會。(支票抬頭請寫上「聖安當小學校友會」，背面 請填上校友會參加者姓名及電話) 

2. 以電郵 sapsaa@yahoo.com.hk 報名 

備註:  

1. 如舊生未加入校友會，請另外填妥入會表格，並繳交會費$20，即可成為會員。 

2. (郵寄者，可把參加回條連同支票寄回，請於支票抬頭寫上『聖安當小學校友會』，另亦請於支

票背面寫上校友的姓名、聯絡電話及畢業年份。) 

3. 查詢電話：2348 4283(歡迎向右列任何一位老師查詢:楊錦銚副校長、張玲康主任、李偉明主任、

李貽貞老師、吳紫珊老師、張文茵老師、童潔雯老師、鍾志霞老師、王伊芬老師-及高可兒老師。)

  

以上通告 

全體校友會會員 

校友會常務委員會     

主席  劉智偉先生 

顧問  羅偉國校長 

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 

        

參加  校友校董選舉、校友會幹事會選舉暨燒烤會回條 

     
本人 希望參加上述活動，現連同有關款項交回，敬請辦理。(不參加者無須交回) 
 

參加人數 _________ 人  X   $100     = 合共費用 $ _________  
 

交來：現金 / 支票   (支票號碼：             銀行：             ) 
(支票抬頭請寫「聖安當小學校友會」；支票背後請寫上校友姓名及聯絡電話。) 

 

參加者姓名 

校友會會員:                          校友會會員:                      

 

校友會會員:                          校友會會員:                      

 

 

聯絡代表: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 日期: 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_____ 月 _____日 

http://www.saps.edu.hk/
mailto:sapsaa@yahoo.com.hk


                     

 

校友校董選舉、幹事選舉暨燒烤會 

 

 

 

 

 

 

 

 

 

 

 

 

 

校友校董及校友會幹事會選舉日程 

 

項目 校友校董選舉時間表 校友會幹事會選舉時間表 

發函通知校友 

有關校友校董選舉 
2016 年 11 月 11 日（五） 2016 年 11 月 11 日（五） 

提名期限及遞交參選表格 
2016 年 11 月 12 日（六）至 

2016 年 11 月 21 日（一） 

2016 年 11 月 12 日（六）至 

2016 年 11 月 25 日（五） 

公佈候選人資料 2016 年 11 月 25 日（五） 2016 年 12 月 3 日（五） 

投票日及投票時間 

2016 年 12 月 10 日（六） 

(下午三時正至  

下午五時三十分 ) 

2016 年 12 月 10 日（六） 

(下午三時正至  

下午五時三十分 ) 

點票及公佈結果 
2016 年 12 月 10 日（六） 

晚上六時四十五分 

2016 年 12 月 10 日（六） 

晚上六時四十五分 

以網頁及電郵方式公佈結果 2016 年 12 月 12 日（一） 2016 年 12 月 12 日（一） 

 

 

 

 

 

 

 

 

 

 

 

 

 

 

 

 

 

 

 

 

當天程序 

時間 校友校董及校友

會幹事會選舉 
燒烤時間 

下午 

2:30 – 5:30 
選舉投票 

下午 

3:00 – 7:00 

下午 

5:30 – 6:30 
唱票 

下午 

6:35 – 6:40 
公佈選舉結果 



                     

請把本表轉交其他未入會同學，填妥下列表格交回。(此表格可供二人入會) 

。。。。。。。。。。。。。。。。。。。。。。。。。。。。。。。。。。。。。。。。。。。。。。。。。。。 

入會表格 
 

注意：  

1.  本會會費為 $20，一經入會，即可成為永久會員，以後無需再交會費。  

2.  請盡量填寫電郵地址，以方便發放資訊給你。  

3.  請寫清楚郵寄地址。  

1   2  

姓名（中） 別稱(如有)   姓名（中） 別稱(如有) 

姓名（英）   姓名（英）  

性別 畢業年份  性別 畢業年份 

/ 畢業班級  / 畢業班級 

職業 現就讀學校  職業 現就讀學校 

聯絡電話(日） 傳真號碼  聯絡電話(日） 傳真號碼 

聯絡電話(夜） /  聯絡電話(夜） / 

E-Mail address   E-Mail address  

地址  

 

 

 地址  

你是否願意出一分力，參選成為校友會委

員﹖我   願意   /  不願意  

(如願意，請在適當位置加號 )  

□主席   □副主席  □祕書 □司庫 

□康樂  □總務    □聯絡        

□宣傳及推廣及推廣 

 你是否願意出一分力，參選成為校友會委

員﹖我   願意   /  不願意  

(如願意，請在適當位置加號 )   

□主席   □副主席  □祕書 □司庫 

□康樂  □總務    □聯絡        

□宣傳及推廣 

 

加入校友會人數：  （人）Ｘ  $20.00 合共費用： (元) 

 

交來：現金 / 支票   (支票號碼：                  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 ) 
(支票抬頭請寫「聖安當小學校友會」；支票背後請寫上校友姓名及聯絡電話。) 

 

本人現連同上列之入會費 (在適當位置) 

                           □ 親身交回聖安當小學校務處  

                           □ 寄支票到九龍油塘道一號 聖安當小學 

 

有關資科，可登入本校網址瀏覽： http://www.saps.edu.hk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sap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