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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中六畢業禮已於上星期六順利完成，承蒙本校辦學團體神託會義務教育顧問梁錦波博士蒞臨主
禮授憑，謹此致謝。另當日法團校董會成員、神託會理事會成員、各家長及牧者等到場一起祝賀畢
業同學，讓中六同學在中學階段完結時留下美好回憶，成為將來繼續努力向上的動力。教育不只是
一項工作，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支持，將智慧、美德及價值觀承傳下去。願上帝賜福中六同學，
讓他們在恩典中繼續成長，將來能貢獻自己，成為身邊的人和社會的祝福。
在此再次感謝各教職員、導師及服務同學為中六畢業同學所獻上的心力及汗水，願神繼續賜福
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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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本校今天將會派發家長校董選票予學生，家長可透過子女明天(27/5)交回學校，或親身交回校務
處投票箱。
2. 恢復全日面授課安排
下星期一（30/5）本校全校將恢復全日面授課，由於疫情下的午膳需要較長時間，以滿足防疫
要求，並讓學生有更充足時間進食及參與不同活動，午膳時間仍會維持於 1:05p.m.至 2:30p.m.進
行，並會維持於 3:55p.m.放學。
3. 「快速抗原測試」安排
根據教育局的指示，6 月份學生每天返校前仍須繼續自行完成 2019 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
試」，並填寫學校的「每月快速抗原測試紀錄表」，表格須由家長/監護人簽署核實，進入校園
時供學校檢查。再次特別提醒學生在每天回校前必須完成一次快速抗原測試，測試應在每天早
上進行，在獲得陰性結果後才能回校上課。如學生的檢測結果為陽性，學生不要回校，並立即
向學校報告。其同住的兄弟姊妹不應回校，亦應通知相關學校。
6 月份的「每月快速抗原測試紀錄表」將於下星期派發。
4. 申請領取快速抗原測試包 （請簽回電子回條）
教育局將透過學校派發快速抗原測試包予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
學校書簿津貼全額及半額津貼的學生。除此之外，教育局亦預留額外數量的檢測包給其他有
需要的學生。另外，本校亦已向社會上不同機構籌集到一定數量的檢測包。故此，若家庭有
需要，也歡迎向校方申請免費檢測包。派發檢測包安排，稍後公佈。
5. 中三級考試日期更改
由於教育局已取消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中三級下學期考試的日數可以減少，故
開考日期由 28/6（二）更改為 4/7（一），28/6（二）-30/6（四）按原有循環日上課。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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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0/6 半日課安排
為使同學善用時間溫習及為考試作好準備，30/6 改為半日課，中一至中三當天只上 1-6
堂，下午 7-8 的週會堂取消。
7. 飛龍騰達 2022 天火計劃 生涯規劃工作坊
成立背景：
騰龍青年商會成立於 1980 年，乃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成員，並為國際青年商會之附 屬組織，全
球超個 20 萬會員，是香港非牟利服務機構之一。 主要宗旨是為青少年提供發 展領導才能，培育社
會責任感，提供商務發展及為全球社會發展作出貢獻。「飛龍騰達」為騰龍青年商會的年度旗艦項
目，今年的主題定名為天火計劃，透過一班熱心社會的專業人士及企業家，分享他們的人生經
驗智慧與經歷給參加者，令有志成為專業人士或創業的中學生可以提早準備和規劃。

這 18 位專業人士及企業家亦會為計劃優勝者提供 mentorship 或者職場體驗，務求令香港下一代
繼續人才輩出，並寄望學生可以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延續他們的一團火，繼續在未來貢獻香
港社會！
日期：2022 年 6 月 4 日
時間：早上 10 時－下午 5 時
形式：Zoom
費用：全免
在這天生涯規劃講座裡面，早上由非言語溝通專家教授如何在 30 秒裡面精準地講出重點
（Elevator pitch）及如何寫一個簡短而而有效的履歷表。之後，學生會被分成小組以訓練所學技
巧。
下午時分，會按學生的選擇把他們分進 6 個組別，分別為：
1）銀行
2）法律
3）醫療
4）創科
5）工程
6）會計
各個行業的精英會在下午兩小時內向學生介紹他們的相關行業、大學選科路向、行業特質、即
使 DSE 成績未如理想，如何繼續邁向目標等等。
之後學生可以於 6 月 18 日繼續參與活動，在之後有機會獲得專業人士及企業家亦會為計劃優勝
者提供 mentorship 或者職場體驗。詳情會在 6 月 4 日的活動中介紹。
各中三至中六同學也可以報名參加，點擊以下連結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BJe7asZvH_U5HebKaafcbyzkK4Z8hdl4PpgsaimVQ556Wg/viewform?fbclid=IwAR3oz0HYj-YYQC4t_0oTfK0V1BydzwSgPq3H5nJwyOElM2WeqrDXPtHD2Wg

(領隊老師可以填寫本校的升職主任，中文姓名：關家欣，英文姓名：Kwan Ka Yan，聯絡電郵：
kykwan@makopan.edu.hk，聯絡電話(學校)：24077440，聯絡電話(手提)：可以留空，不用填寫)
詳情可以留意附頁海報及其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JCIDragonApprentice/ ！

8. 東華學院暑期體驗課程
為了讓學生對東華學院課程有更深了解，以及認識相關行業，現正邀請中三至中六的同學參與
由該校學生安排的課程和活動。
詳情如下：
日期
2022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三）
2022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四）

時間
9:30 am – 12:30 pm
2:00 pm – 5:00 pm
9:30 am – 12:30 pm
2:00 pm – 5:00 pm

2022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一）
2022 年 7 月 5 日
（星期二）

9:30 am – 12:30 pm
2:00 pm – 5:00 pm
9:30 am – 12:30 pm
2:00 pm – 5:00 pm

2022 年 7 月 6 日
（星期三）

9:30 am – 12:30 pm
2:00 pm – 5:00 pm

課程
Nursing
Gerontology
Management in Social and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Health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Managemen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sychology
Occupational Therapy
Biomedical and Forensic Science /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Radiation Therapy
Physiotherapy

同學如有興趣，可到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reg/news/845 下載報名表。
填妥後電郵至 applytwc@twc.edu.hk 或傳真至 2782 5994。如有查詢，請致電 3190 6673 聯絡東華
三院教務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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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警方消息：「防騙易 18222」反詐騙諮詢熱線
香港警務處反詐騙協調中心「防騙易 18222」熱線，提供 24 小時反詐騙諮詢服務，市民可致電
18222 與反詐騙協調中心人員聯絡，以協助應對懷疑騙案。此熱線亦提供最新騙案手法資訊及
警示，以有效應對時下流行騙案。
此外，由於這條熱線只提供諮詢服務，倘若有人思疑已成為騙案的受害者，請前往就近的警署
報案。如遇到緊急事故，請立即致電（999）報警求助。
https://www.adcc.gov.hk/zh-hk/hom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