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7 PTA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家長教師會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敬啟者：

本校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任期將二零二零年二月屆滿，現須選出新一屆的
家長校董及替代校董各一名，請家長踴躍投票。
現附上家長候選人簡介、投票人須知及選票兩張 (父母各一張)，家長校董選舉點票會將於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時正於本校 321 室舉行，歡迎各位家長出席。

此致
各位家長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家長教師會主席
林靜儀女士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回

條

2019-17 PTA

家長教師會主席：
關於家長教師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函件，有關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本人經已知
悉。
現覆如下：
本人 * 會 / 未克 出席十二月十三日舉行之校董會家長校董點票會。

中____級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用「」表示

交回條日期：十二月六日 (星期五)

投票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每名家長不論其就讀本校子女的數目，均只可有一票。
無意投票亦須密封交回空白選票。
家長校董選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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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校董選舉會以不記名方式進行。
投票 截止時間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十二時。
投票人須將選票對摺，並放入隨函附上的白信封內密封好，然後著 貴子弟在投
票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或老師代為放入票箱。

家長校董選舉候選人簡介
1.

楊寧

YEUNG NING

大家好！本人楊寧，是 2C 班學生陳昌言的媽媽，擅長寫作
與策劃，希望能積極參與學校舉辦的各項有益活動，多些了解孩
子在學校的成長與生活，與校方保持良好的溝通。
今年我首次參加家長校董選舉，希望當選後，努力推動家
長與學校間的合作。特別是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學生的教育責
任，對於家長、學校和學生這三方面都是當務之急。讓我們一起
努力，給孩子們創造一個美好健康的未來。

2.

鄧宏

DENG HONG

大家好！ 本人鄧宏，是 4A 班鄧定邦家長。於 2016 年由内
地惠州移民香港，在香港從事工程建築工作，其間參與港珠澳大
橋建設工作等，現在從事香港機場第三跑道工程建設。對於能夠
為香港的建設及發展做出貢獻，本人深感榮幸。
本人認為學校與家長應該保持長期有效的溝通，對於學生
的教育應由學校、家庭、社會共同合作來發揮正能量功效，使學
生在學、德、智等得到全面發展，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做一個有用
之人。

Yan Chai Hospital Lan Chi Pat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Election of Parent Manager 家長校董選舉
Ballot Paper 選 票

Voting Date: 13th December, 2019 ( Friday )
投票日期：2019年 12 月13 日(星期五)
Please read carefully the “Directions for Voting” overleaf before casting vote.
填寫選票前請細閱背頁的「投票人須知」
Please use a blue or black ball-point pen to mark a “ ” in the box against the number of the candidates you vote for.
The number of “ ” you marked on the ballot paper should not be more than one. Otherwise, your ballot paper will
be considered null and void.
請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在選票上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加上「 」號。你在選票上所填的
「 」號，不能超過一個，否則，選票便會作廢。

Candidates 候 選 人

□ 1.

楊寧

YEUNG NING

□ 2.

鄧宏

DENG HONG

Yan Chai Hospital Lan Chi Pat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Directions for Voting
1.
2.
3.
4.

Put no other marks on the ballot paper other than the mark “ ” or it will be considered null and void.
Fold the ballot paper into two and do not let anyone see whom you vote for. The ballot is secret.
Put the ballot paper into the enclosed envelope and seal it. Hand in the sealed envelope to Form Teacher.
If you do not intend to vote, please return the clean ballot paper.

投票人須知

1.
2.
3.
4.

除「 」號外，請勿在選票上劃上其他記號，否則選票便會作廢。
將選票對摺，切勿讓他人看見你的選擇。投票是保密的。
將選票放入白色信封內封好，並著 貴子弟交回班主任。
倘無意投票，亦必須交回空白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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