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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力量，積極參與，為我孩童!  心繫校園，關注成長，點石成金。 

 

第六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 
Sixth Election of IMC Parent Manager and Alternate Parent Manager 

提名表格 NOMINATION FORM 

【截止提名日期：2020 年 5 月 7 日下午 4 時正。Deadline for Nomination：7
th
 May 2020 4pm】 

 
候選人資料 Particulars of Candidate 

候選人姓名 Candidate’s Name 

     鄭樹森                 （中文） CHENG SHU SUM SUMME        （in English） 

聯絡電話 Candidate’s Contact Tel. Number              98616378                       

學生姓名 Student’s Name 

     鄭崇遠                 （中文）  CHENG SUNG YUEN             （in English） 

班別 Class :   10W          * 

本人是上述學生的家長並已閱讀和同意「家長校董選舉安排和規定」以及背頁之提名細則，並決定提名本人參選。

Having read and agreed to “Regulations and Arrangements for IMC Parent Manager Election” and the Terms of 

Nominations overleaf, I the undersigned, being the parent of the above student, shall nominate myself for election. 

簽署 Signature    Summe      日期  Date            04/05/2020           

 
提名人資料 (如屬自我提名，以下方格不用填寫)  
Particulars of Nominator (No need to fill in following boxes for self nomination)  

提名人姓名 Nominato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 English） 

聯絡電話 Candidate’s Contact Tel.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Student’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 English） 

班別 Class :____________* 

本人經已閱讀和同意「家長校董選舉安排和規定」以及背頁之提名細則，現提名＿___＿＿＿＿先生 / 女士（＿＿

班學生*＿＿＿＿＿＿的家長）參選。Having read and agreed to “Regulations and Arrangements for IMC Parent Manager 

Election” and the Terms of Nominations overleaf, I nominate Mr/Ms_____________________(Parent of 

________________, Class_________ *) for election. 

提名人簽署 Nominator’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為上述被提名候選人，經已閱讀和同意「家長校董選舉安排和規定」以及背頁之提名細則，並同意成為候選

人。Having read and agreed to “Regulations and Arrangements for IMC Parent Manager Election” and the Terms of 

Nominations overleaf, I being nominated herein agree to be a Candidate for the election.  

候選人簽署 Candidate’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就讀子女超過一人，請填寫較低年級學生的名字和班別。If you have two or more children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please fill in the name and class of the one with the lower grade.  

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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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力量，積極參與，為我孩童!  心繫校園，關注成長，點石成金。 

 

 

候選人自我推介 (字數不超過500字) 

Self introduction by Candidate (Not exceeding 500 words) 

 

 

 各位家長，你們好！本人鄭樹森Summe，是10W班鄭崇遠父親。為培僑學生、家長、 

 

老師及學校服務已經進入第十四個年頭，目前是現屆家長校董及培僑書院家長教師會主席。 

 

 本人多年來致力推動家校合作、關心學生的學習及成長、反映家長的意見、監督老師 

 

的教學表現以及關心老師的健康和待遇。 

 

 過去一年對學生、家長、老師和學校都是不容易的一年，無論是社會事件抑或冠狀病 

 

毒都對學生的學習、身心發展以及老師的教學都帶來極大的挑戰。作為家長校董，本人時 

 

刻留意態發展，收集家長的意見，第一時間向學校管理層反映問題及家長的意見和擔憂。 

 

特別是在停課及開始進行網課的階段，由於大家都缺乏經驗導致一開始時有些不太暢順， 

 

產生的問題也比較多。但是經過家校的持續溝通合作，問題都有了明顯改善。 

 

 這次參選目的是希望能夠繼續為學生、家長、老師及學校貢獻一分力，也希望透過溝 

 

通、監督讓培僑書院持續進步，提升表現。 

 

再次感謝您的支持！謝謝！ 

提名細則 Terms of Nominations：  
1. 提名將於 2020 年 5 月 7 日下午 4 時截止。The deadline for nomination is 7th May, 2020 4pm. 

2. 提名人和候選人明白並同意家教會可以把這表格內容連同附件展示於培僑書院學校網頁、內聯網、家教會
網頁和學校範圍。Both the Nominator and the Candidate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PTA may display this form and its 

content and annexure at the website of Pui Kiu College, e class, PTA website and anywhere in school. 

 

 

 

家教會專用 For PTA use only  

候選人姓名 Candidate’s Name                               候選編號 Candidat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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