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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家書】 
 
 
 

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 

 

    繼中三至中五復課後，下星期一（8/6）將會是中一及中二復課的日子。這幾天中三至中五同學
十分注重防疫及衞生防護，令校長及老師十分欣賞。他們也投入學習，確保進度如常；希望中一及中
二同學也以他們為榜樣。 

 

    再次提醒中一及中二同學，復課將會以半日課運作，家長請填寫外遊申報紀錄，而同學回校前緊
記量度體溫，請家長在體溫表上簽名核實；出門時緊記佩戴口罩；沿途按需要使用消毒搓手液，切勿
隨意觸摸公共物件。 

 

    回到學校後要經過紅外線體溫探測器通道，使用消毒搓手液，雖然會碰到久別的同學，但仍要留
意盡量保持社交距離，仍以遵守各項防疫措施。中午放學後應該盡快回家，不應讓家長擔心。 

       

    同學請珍惜上課時間，因為經歷過意想不到的限制後，便知道能夠回校上課並不是必然的；能夠
學習及反思亦是一種幸福。 

 

我最近看一本書- Oxymoronica- paradoxical wit and wisdom”，記載一種文學手法，一句句子內
有兩個看似相反的用字，但一同用起來卻帶出一個深入的意思，以下是幾個例子： 

 

Freedom is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habits that bind you.    

Vision is the art of seeing things invisible.    

Lost time is never found. 

Success is ninety-nine percent failure. 

 

人生可能會遇到一些矛盾，但只要我們想深一職卻可能有另一層意義，對我們成長有更
積極的啟發。 

 
 

今期家書還有後頁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校聯歡晚會退款安排  

本年度的家校聯歡晚會因疫情關係而取消，學校將會於 6 月 8 日開始向學生發放退款。退款名單
詳列如下，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或校務處羅小姐。  

 

班別 班號 參加人數 班別 班號 參加人數 班別 班號 參加人數 班別 班號 參加人數 
1A 9 2 1B 27 3 1D 29 3 3D 24 3 

1A 11 2 1C 20 2 2A 3 3 4D 24 4 

1A 20 3 1C 28 3 2A 13 2 5A 6 2 

1A 24 2 1C 29 4 2A 21 2 6D 1 13 

1B 10 4 1D 3 1 2A 23 1 6D 19 1 

1B 13 4 1D 20 1 2C 6 1    

1B 19 2 1D 26 4 2C 29 2    

1B 20 1 1D 28 3 3C 29 2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  

第三十七期 
六月四日 



2. 有關退回 12 月 13 日學校旅行日飯錢及 2 月份飯單事宜  

小食部將會於 6 月 8 日開始向學生退回 12 月 13 日學校旅行日的飯錢；2 月份飯單方面，由於款
項較多，故需要較長時間預備，有關款項預計於 6 月下旬退回。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4638218 與
小食部聯絡。 

 

3. 獲獎消息  

4B 洪穎恩、4C 余芝霖、4C 黃梓堯及 4D 林詩晴同學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專上學院合辦
「品牌活化計劃」比賽，並獲得評判表現傑出獎。 

 

4. 「博文在線」學術講座（中文大學舉辦）  

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不同的網上講座，題目包括：人工智能、STEM、歷史等，同學可瀏覽網頁：
https://againstcovid19.cuhk.edu.hk/class-acts-online-talk/觀看。 

 

5. 本年度服務學習表現優異名單  
為表揚馬可賓人在服務學習有優秀表現，本校共設有「優秀服務領袖」、「優秀服務表現」及
「優秀服務反思」三個獎項。本年度共 67 名馬可賓人獲獎，獲獎同學包括： 
 

優秀服務領袖 
3A 姚穎希、3A 伍穎琳、3B 楊昊榮、3B 張芊穎、3C 黎美妤、3C 余卓瑤、3D 曾一皓、3D 梁淑馨、
4A 饒紫洋、4A 鄧以澄、4B 麥子聰、4B 陳宇謙、4C 李樂霖、4C 余芝霖、4D 簡杏琳 
 

優秀服務表現 
3A 李哲靈、3A 謝詠琪、3B 李海泓、3B 彭心言、3C 董玉妍、3C 陳明晉、3D 羅靖昕、3D 廖梓伊、
4A 朱卓琳、4A 黃寶翹、4B 黃樂怡、4B 洪嘉輝、4C 黃梓堯、4D 張穎賢、4D 陳日雅 
 

優秀服務反思 
1A 茹鎵澄、1A 陳穎瑤、1B 陳幸琳、1B 冼卓盈、1C 莊詠心、1C 黎喬惠、1D 馮家晴、1D 吳卓亮、 
2A 陳希婷、2A 張日熹、 2B 黃逸汶、 2B 張曦文、 2C 林佳敏、 2C 林凱豐、 2D 梁綺雯、 2D 廖文軒、 
3A 周依霆、3A 陳彥霖、 3B 朱寶悅、 3B 梁芷澄、 3C 黃映喬、 3C 張欣桐、 3D 鄭芷凝、 3D 蔡穎堯、 
4A 陳靖琳、4A 陳文昕、 4A 何芷嫣、 4A 李 凝 、4A 楊絲琳、 4B 洪穎恩、 4B 李佩鎣、 4C 吳穎欣、 
4C 林靖皓、 4D 何紫晴、4D 吳慧善、 4D 冼嘉雯、 4D 楊綺琳 
 

6. 每天離家上課前請為子女量度體溫安排  

每天上課前請為子女量度體溫，並每天填寫由本校提供的「量度體溫記錄表」，簽署後由學生
帶回學校，以便班主任檢查。如學生身體不適或發燒，應及早看醫生，並致電學校請病假。 
 

以下為衛生防疫中心有關體溫量度參考: 
探熱方法可分為額探、口探、肛探、腋探、耳探及額探等。因紅外線額探溫度計方便使用，常
用作體溫篩檢。有一研究報告指出此類儀器不能提供可靠的溫度讀數。因此，如對紅外線額探
溫度計所量度的第一個讀數有懷疑，應使用其他探熱器再次量度以作確定。 
 

使用任何探熱器前，應先仔細閱讀說明書，了解正確的使用方法及讀數的參考值。選擇合適的
探熱器時，應考慮其準確性、合適、方便及用家的接受程度。  
體溫隨年齡、每天時間及身體活動而變化。作為發燒的初步評估，當體溫高於以下參考值時，
便應懷疑發燒及看醫生。 

 

體溫方法 攝氏溫度計 (℃) 華氏溫度計 (℉) 
額探 37.5  99.5  
口探 37.5  99.5  
耳探 38  100.4  
肛探 38  100.4  
腋探 37.3  99.1  

https://againstcovid19.cuhk.edu.hk/class-acts-online-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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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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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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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接獲兩名家長參選，隨函附上《家長校董候選人資

料簡介》，敬請細閱。本校訂於 2020 年 6 月 12 日進行投票，並於前一日（即月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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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1 日（星期四），透過班主任派發「選票」一張及「投票信封」一個予  貴子弟，

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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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於 6 月 12 日「投票日」上午 8 時 15 分至下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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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 你可把已裝有填妥選票的「投票信封」，於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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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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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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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日下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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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主任  

 （袁子鉅先生）  

 

主曆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



 

 
 

 

候選人姓名  陳燕芬 

 

性別  女  

就 讀 本 校 子 女 姓

名及班別  
5A鄭凱旻 

職業  家庭主婦 

興趣 /專長  興趣：唱歌、羽毛球、烹飪 

曾任或現任本校 /

其他學校的公職 /

服務  

於 2015 至 2019 年間，曾任家長校董，家校

會副主席及家校會委員的職位。 

 

現屆家長校董的職位 

參選抱負 /理想  

 

過去五年，本人在參與各項義工活動中，不

但加深對學校的了解，同時也與不少義工家

長建立了寶貴的情誼。我期望在最後一年，

仍有機會透過家長校董的角色，能為學校略

盡綿力，本着群策群力的精神，為馬可賓同

學們締造美好的校園生活！ 

  

 

 

 
 

候選人姓名  蔡淑儀 
 

性別  女  

就 讀 本 校 子 女 姓

名及班別  
2C 林凱豐 

職業  教會兼職幹事 

興趣 /專長  
學校家長義工 

已完成校董培訓課程 

曾任或現任本校 /

其他學校的公職 /

服務  

馬可賓紀念中學家長義工 (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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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天父讓我和兩個孩子能在馬可賓裡一起

成長！ 

以基督耶穌為榜樣，實踐本校校訓「作鹽作

光」是我們大小馬可賓人的共同理想和抱

負。 

本人參選是盼望按著神的心意，謙卑地出分

力，服務學校和全體同學，發揮家校合作精

神；在彼此努力下，為同學提供優質的教育

及推動本校的發展。 

其他 曾參與香港校董會舉辦的研討會及講座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2019/20 家長校董候選人資料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