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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家書】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本星期六（21/5）為應屆中六同學的畢業禮，讓我們一同在這個大日子裡慶賀及感恩。受疫情
影響，畢業禮的規模受到限制，因此減少了學生表演，制服隊伍匯操亦要取消。雖然如此，這幾天
看見老師與同學們仍非常用心預備是次典禮，老師們亦四處奔波、商討，為典禮的事前工夫盡心盡
力預備，希望能為應屆畢業生留下美好回憶。出席的家長請於下午 2:45 前到禮堂就座（家長最早
可於下午 2:30 到禮堂就座），畢業典禮於下午 3:00 正式開始。
本校繼中五級恢復全日面授課，中四級及中三級亦已達標，並於下星期二(24/5)恢復全日面授課。
此外，全校的疫苗接種率亦已達到 9 成，中一及中二級亦可於 5 月 30 日（一）恢復全日面授課。
盼望同學恢復全日課後能享受更整全及豐富的校園生活。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2021/22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候選人資料簡介及投票安排
經提名期後，本校接獲三名家長參選，詳情可細閱附件「《2021/22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候選人資料簡介及投票安排」通告，敬請家長留意。
2. 校友獲發獎學金
本校校友李栢力(20-21 中六畢業生)成功獲得「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上述獎勵
旨在嘉許本港青少年制服團體的傑出青少年成員，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制服團體活動及服務社會，
每隊制服團體名額兩人。李校友在香港少年領袖團表現出色，獲總會推薦領取上述獎項。在此
恭賀李校友!
3. 中文寫作比賽——城市文學獎 2022
「城市文學獎」旨於推動學界文學寫作風氣、提升中學及大專生的寫作水平，鼓勵觀察、細味
香港城市的生活面貌。
參賽須知：
參賽者可同時參與多於一組，而同一參賽者只可於同一組提交一篇參賽作品。
字數（包括標點符號）：散文（2000 字內）、小說（4000 字內）、新詩（不超過 50 行）
各組別均不設題目或主題限制。
鼓勵同學參與以上寫作比賽！如有興趣，請於 30/5 或之前交稿給冼玉珍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主曆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校長

4. 活動名稱：與神奇小子- 殘奧金牌得主蘇樺偉 BBS, MH 齊運動
香港海事青年團非常榮幸獲得蘇樺偉先生 BBS, MH 答允親身分享由一名寂寂無名的小子，經過
不斷努力訓練成為世界第一運動員，並聯同體適能教練及香港棟篤笑冠軍 KOL 陳樂添先生主持
鼓舞香港分享會、互動暢談環節及教授健體操。藉此增強大家在抗疫期間的抗逆能力。
嘉賓簡介：蘇樺偉先生 BBS, MH 乃六面殘奧金牌得主、男子 200 米 (T36 級)世界紀錄保持者及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殊榮不勝其數。
分享內容：為港爭光的奪標之路、克服逆境的成長歷程、互動暢談環節，與團員線上齊做居家
體能訓練。
時間：2022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30
形式：網上講座
報名：歡迎於 5 月 27 日前，選擇以下任何一種方式報名：
掃描 QR Code；
登入報名網站(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aELvXyBfg_Qy5_7eHHadZ2a6l7g1UDDro2r_o8nY10uAxA/viewform)

5. 中一級教會活動——基督教基恩會屯門堂【2022 Friend Zone】
目的：疫情期間，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中一級考試也會在 7 月初進行。
基
督
教
基恩會屯門堂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協助同學預備考試及善用暑假，並建立同學間的關係，
使他們在品格上有所提升。
內容： 




加強英語及數學能力
增進群體相處的能力
塑造美好品格
認識及接受基督信仰

日期：6 月 5 日至 8 月 28 日（逢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5:15
地點：屯門新安街 2 號富益商業大廈 7 樓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B 出口（2:00PM）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B 出口（5:15PM）
協助組長：馬可賓中學畢業生，現時各大院校的大專生
收費：$50

報名表連結

此活動設有「勤到獎」，「最投入獎」，以嘉許同學表現。若中一學生家長擬替子女參加，可利用
右邊報名連結報名。如有查詢，可致電 2493 4072 聯絡基督教基恩會屯門堂徐章源傳道，亦可致
電本校聯絡黃靄玲老師。

6. 多元出路網上資訊 Show 2022
為協助學生規劃升學就業前路、支援教師及家長輔導學生及子女作出升學選擇，由教育局主辦
的 「多元出路網上資訊 Show 2022」將於 5 月 27 至 28 日（星期五及星期六）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網址

2022 年 5 月 27 及 28 日（星期六及星期日﹚
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
http://www.virtualinfoexpo2022.com/
（有關連結將於活動當天開放）

當日活動安排如下：
2022 年 5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
時間
主題
11:30 am – 12:00 nn 多元出路、非聯招升學安排及自資專上課程的
資助計劃
12:00 nn – 1:00 pm
你想就是理想 — 毅進文憑
2:00 pm – 3:00 pm
學以致用 — 應用學位學士課程
3:00 pm – 4:00 pm
如何面對放榜及升學選擇／ 放榜心理輔導
2022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
時間
主題
11:00 am – 12:00 nn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分享
12:00 nn – 1:00 pm
職業專才教育
2:00 pm – 3:00 pm
專上學生經驗分享
3:00 pm – 4:00 pm
放榜全攻略
詳情及報名請掃描二維碼或瀏覽以下連結。
https://www.virtualinfoexpo2022.com/
7.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JUPAS 資訊週
為了讓學生可以對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內不同的課程有更深的認識，學院將於 5 月 25 日以網上
「Zoom」形式舉辦 JUPAS 資訊週，詳情如下：
日期
202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1 時至下午 5 時 40 分
形式
Zoom Meeting
當日活動安排如下：
時間
主題
相關課程
11:00 am – 11:40 am What and how do students learn on Bachelor of Arts and Bachelor of Education
pedagogy courses?
in Language Education - English
12:30 pm – 1:10 pm How to learn and teach classical Bachelor of Arts and Bachelor of Education
Chinese?
in Language Education - Chinese
文言文怎樣學？怎樣教？
2:00 pm – 2:40 pm
Metaphorising science teachers
Bachelor of Education and Bachelor of
Science
3:30 pm – 4:10 pm
Ingredients to be a competent
Bachelor of Science in Speech and Hearing
speech therapist
Sciences
5:00 pm – 5:40 pm
Designing a learning environment Bachelor of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為嬰幼兒設計學習環境
詳情及報名請掃描二維碼或瀏覽右方連結（https://web.edu.hku.hk/jupasinfoweek）。

8.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課程資訊日 2022
為了讓學生可以對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更了解入學及課程資訊，學院將在 5 月 26 及 27 日以
網上「Zoom」形式舉辦七場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2022 年 5 月 26 及 27 日（星期四及星期五﹚
時間
下午 1 時至下午 4 時 45 分
形式
Zoom Meeting
當日活動安排如下：
2022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至 4 時 30 分
時間
課程
1:00 pm – 1:45 pm
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中文主修 / 英文主修）
⚫ 課程講座 / 畢業生分享 / 問答環節
2:00 pm – 3:30 pm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 課程講座 / 學生及畢業生分享 / 問答環節
3:45 pm – 4:30 pm
聯招選科策略
2022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至 4 時 45 分
時間
課程
1:00 pm – 1:45 pm
英語研究及數碼傳訊榮譽文學士 （高年級入學）
⚫ 課程講座 / 問答環節
2:00 pm – 2:45 pm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榮譽文學士
⚫ 課程講座 / 學生分享 / 問答環節
3:00 pm – 3:30 pm
歷史教育榮譽學士
⚫ 課程講座 / 學生分享 / 問答環節
3:45 pm – 4:45 pm
英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 小學
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及英文教育榮譽學士
⚫ 課程講座 / 學生分享 / 問答環節
詳情及報名請掃描二維碼或瀏覽右方連結（https://www.eduhk.hk/fhm/tc/event/faculty-infoday2022）。

9. 香港教育大學學士學位課程網上資訊日 2022
為了讓學生可以對香港教育大學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獲取最新的課程資訊及相關甄選準則，學
院將於 5 月 24 及 25 日以網上「Zoom」形式舉辦網上資訊日，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形式

2022 年 5 月 24 及 25 日（星期二及星期三﹚
中午 12 時至下午 4 時 45 分
Zoom Meeting

當日活動安排如下：
2022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至 4 時 45 分
時間
課程
2:00 pm – 2:45 pm
聯招策略 （由教務處主講）
3:00 pm – 3:45 pm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及音樂教育榮譽學
士 （同期結業雙學位）
3:00 pm – 3:45 pm
人工智能與教育科技榮譽理學士
3:00 pm – 3:45 pm
綜合環境管理榮譽理學士
3:00 pm – 3:45 pm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教育榮譽學士
4:00pm – 4:45pm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及視覺藝術教育榮
譽學士 （同期結業雙學位）
4:00pm – 4:45pm
小學教育榮譽學士 - 數學
4:00pm – 4:45pm
小學教育榮譽學士 - 常識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4:00pm – 4:45pm
地理教育榮譽學士
202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至 2 時 45 分
時間
課程
12:00 nn – 12:45 pm 運動科學及教練榮譽理學士
2:00 pm – 2:45 pm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
2:00 pm – 2:45 pm
體育教育榮譽學士
2:00 pm – 2:45 pm
中學教育榮譽學士 - 資訊及通訊科技
詳情及報名請掃描二維碼或瀏覽以下連結。
https://www.eduhk.hk/flass/tc/News-And-Events/Events/Flass-Virtual-Information-Days-2022-ForUndergraduate-Programmes.html

10.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校際
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校際
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

季軍

14-15 歲女子組 3 分鐘單人繩耐力跳

亞軍

14-15 歲女子組 單人繩個人花式比賽

季軍

14-15 歲女子組 個人總成績

冠軍

14-15 歲女子組 30 秒單人繩速度跳

冠軍

女子公開組

季軍

6B 黃康妮
9/2021

6C 吳穎欣
6D 源敏希
5C 張凱金
5B 黃玉婷

11/2021

5D 周祉言
5D 林叡說
6A 何芷嫣

11/2021

3C

穎晞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分齡跳繩
比賽 2021

2B 潘恩祈
12/2021

2C 麥雅琦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地域校際
網球比賽

2C 許詩慧
5C 廖梓伊
2C 黃虹萍
屯門區議會地區
12/2021 鄧穎詩(校友)
設施管理委員會
鄧心然(校友)

屯門區
三人籃球聯賽

女子 19 歲以下組

最有價
值球員

2C 黃虹萍
1A 林嘉希
12/2021

2D 吳日彤
3C

穎晞

跳繩強心網上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跳繩比賽 21-22
年度(第一回)

3A 羅倚晴
1/2022

6C 梁焯瑤

民眾安全服務隊

2/2022

3A 羅倚晴

國際跳繩聯合會
(IJRU)

2/2022

1C 李康文
5D 周芯悅

冠軍

中一至中三級 男子組雙腳跳

優異獎

中一至中三級 女子組單車步

冠軍

中一至中三級 女子組單車步

季軍

中一至中三級 女子組單車步

季軍

民安隊少年團總指揮官嘉許狀
世界跳繩虛擬
錦標賽 2021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委員會
傑出學生資助(非學術範疇)

嘉許獎

12-15 歲女子組 交互繩單人速度賽

冠軍

12-15 歲女子組 4 人交互繩速度賽

季軍

榮獲 STEM 活動訓練資助
榮獲舞蹈訓練資助

編號：21/22 年度五月份（家書）第三十期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2021/22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候選人資料簡介及投票安排
各位家長：
《2021/22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分別選出一名家長校董及一名替代家長校董。一般情況下任
期為一年，由註冊當日起計。經提名期後，本校接獲三名家長參選，隨函附上《家長校董候選人資料簡
介》，敬請細閱。本校訂於 2022 年 5 月 27 日進行投票，並於前一日（即月 5 月 26 日）派發選票給全校
家長，有關投票活動安排，請參考下列說明：
一、我是否符合投票資格？
所有學校現有學生的家長（以家庭為單位）均符合資格投票。學校教師只要是現有學生的家長，也
有權投票。所有合資格投票的家庭都享有投票權，而不論該家庭在校就讀子女的數目，亦只享有一
票。每投票單位可獲「選票」一張及「投票信封」一個。
二、我怎樣取得自己的選票？
本校將於 5 月 26 日（星期四），透過班主任派發「選票」一張及「投票信封」一個予
請留意。

貴子弟，敬

三、我在填寫選票時，有什麼地方必須注意？
1. 家長必須親自填寫選票，並只可以填寫一張選票。
2. 按選票上指示，每位投票人可在候選名單中選出心目中合適的人選，最多兩名，若投票予多於兩
名候選人，選票將作廢票論。（最高得票者為家長校董，第二高得票者為替代校董）
3. 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將以不記名方式進行，即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名或任何可辨
識身分的符號，否則選票將作廢票論。
4. 把填妥的選票對摺，然後放入「投票信封」內，並加以封口。
5. 空白選票亦須放入「投票信封」內交回。
四、填妥選票後，我可以透過哪些途徑交回？
1. 你可把已裝有填妥選票的「投票信封」，於 5 月 27 日「投票日」由你的子女帶返學校，於班主任
節時，子女把選票投入特定公文袋。班主任收集選票後，將立即在學生面前把特定公文袋封口
和簽名，並於即日把公文袋放入票箱內。（如你的子女上午忘記攜帶，亦可於同日下午 4 時前交
回，你的子女可先到本校校務處登記，再把「投票信封」親自投入票箱。）；或
2. 你亦可於 5 月 27 日「投票日」上午 8 時 15 分至下午 4 時正，親自攜同已裝有填妥選票的「投票
信封」，先到本校一樓校務處登記，再把「投票信封」親自投入票箱。
五、備註
1. 家長可透過《家長校董候選人資料簡介》認識各候選人，是次選舉已就方便家長進行投票及選舉
的嚴謹性作出平衡。
2. 校方為選舉設置一個投票箱。
3. 開票時會在選舉主任及出席人士的監察下，由教職員把選票從「投票信封」取出及進行點票。
4. 點票活動將於 5 月 27 日下午 4 時 10 分於本校 106 室舉行，所有家長可列席而無須登記。如有任
何查詢，可聯絡本校選舉主任袁子鉅先生。
此致
學生家長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家庭與學校協作會
2021/22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主任
袁子鉅先生
主曆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2021/22 家長校董候選人資料簡介
候選人姓名

屈佩珊

候選人姓名

蔡淑儀

性別

女

性別

女

就讀本校子
女姓名及班
別

2B 葉天朗

就讀本校子
女姓名及班
別

4C 林凱豐

職業

出版經理

職業

教會兼職幹事

興趣/專長

學校家長義工(能恆常出席)、已完成校董培訓課程
親子教育(學員)、環境保護工作 (學士資格)

曾任或現任
本校/其他學
校的公職/服
務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董會 (2021-2022 家長校董)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董會 (2020-2021 替代家長校董)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家校會 (17 及 18 屆委員)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家長義工隊 (多年服務義工)
聖公會蒙恩小學家教會 (第 8 屆副主席及第 10 屆主席)
聖公會蒙恩小學校董會 (第 1 屆家長校董)

參選抱負/理
想

感謝天父的恩典，帶領我和兩個孩子在馬可賓裡成長。
我衷心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對同學們的無私付出。
在疫情影響下，無論學校，同學和家長們，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
挑戰，但我們深信，本着家校合作的精神，同心協力，大家必定
能夠成為同學們的後盾，給予他們最大的支持。
學校踏入 25 週年，我們都與時並進，求主使用我，以愛謙卑，竭
盡所能，繼續服侍學校和全體同學，推動學校不斷發展，給全體
同學們最大的益處。阿們!

其他

參與香港校董會舉辦的研討會及講座
屯門區小學家教會會員

興趣/專長

曾任或現任
本校/其他學
校的公職/服
務

參選抱負/理
想

運動
組織及協調能力、團隊溝通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 家校會主席 (21-22)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 家校會副主席 (20-21)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 家教會顧問 (19-21)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 家教會主席 (17-19)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 家教會文書 (15-17)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 家教會副主席 (13-14)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 家教會文書 (12-13)

本人任職家教會委員多年，堅信家教會是家長與學校之間重
要的溝通橋樑。今次嘗試參與家長校董選舉，希望可以在校
董會議中提供客觀及具體的意見，協助推動學校的管理和發
展，為馬可賓學生建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候選人姓名

李敏綾

性別

女

就讀本校子女姓
名及班別

4D 龔朗謙

職業

幼兒教育

興趣/專長

踏單車、旅遊、鋼琴、舞蹈

曾任或現任本校/
其他學校的公職/
服務

- 曾於小兒就讀之幼稚園擔任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 曾於小兒就讀之小學擔任家長校董及家長義工
- 曾於本校擔任家長義工

本人於幼兒教育界工作超過二十年，現為一所幼稚
園的行政人員，致力為教育界服務，期望每一位孩
子都可以在優良的學習環境下，擁有多采多姿的校
園生活、健康快樂地成長。
參選抱負/理想

其他

本人擁有多年擔任家長教師會副主席、家長校董及
家長義工的經驗。有感小兒快將升讀中五，兩年後
便會畢業，希望藉著參選家長校董，可以為學校出
一分力，作為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為家長
向學校表達意見，加強家校合作及互信關係。共同
培育自信、快樂、品學兼優的孩子。

已修畢或正修讀與教育相關之學歷：
-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 課程與評估深造證書
- 特殊幼兒照顧及融合教育專業文憑
- 教育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