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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家訊‧家書】 
 

 

校長的話 
 

親愛的家長： 
 

最近疫情稍為緩和，確診數字多日處於低單位數水平，盼望疫情能進一步減退。 
 
疫情下很多學校活動被迫取消，但在復活假期期間，我們有 20 位同學參加了由扶輪社及香港李

寶椿聯合世界書院合辦，為期 2 天的網上英語日營 (Virtual Peace Camp)。活動中同學以英語與本地
及海外學生交流，並參加多個由海外及本地學者主講的講座，令同學獲益良多、擴闊視野。同學們積
極學習及主動參與的精神亦令人十分欣賞。 

 
盼望各位同學把握及珍惜每個學習機會，努力裝備自己。 
 
本星期六 4 月 17 日本校邀請了麥潤壽先生為我們主講家長講座，題目為「如何在疫情下幫助子

女成為高效能學習者」，詳情請參與今期家訊家書內容。 
 
願天父保守、加力予我們正在努力溫習準備文憑試的中六考生，願主賜他們勇氣與信心面對各

項挑戰，也請各位以禱告記念同學們的需要。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校董會家長校董提名  

家校會現正招募校董會家長校董提名，詳情請留意後頁的通告，如有提名請於 29/4（四）前填妥
電子回條，敬請家長踴躍參與。 

 

2.  有關下載「媽咪 Light」和「爹哋 Light」的表情圖像  

教育局於 2020 年 6 月開展正向家長運動，並於 11 月公布「媽咪 Light」和「爹哋 Light」獲選
為正向家長運動吉祥物，象徵著充滿正能量的父母，才能培養出健康快樂的孩子。「媽咪 Light」
和「爹哋 Light」作為運動的親善大使，已在不同的平台與公眾見面，協助推廣正向家長教育，
宣揚正確教養子女的方法和態度，提升家長正面和樂觀的心態，幫助子女有效學習及快樂成長。 
 
教育局製作了多款「媽咪 Light」和「爹哋 Light」通訊程式的表情圖像，供公眾人
士及家長下載使用。如有興趣下載表情圖像或查閱「正向家長運動」的相關資訊，
請到「家長智 Net」網頁 http://www.parent.edu.hk 瀏覽。 

 

3.  獲獎消息（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陳嘉慧及 6B 黃栢朗同學學業成績優異，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頒發高中學生獎學金。在
此讓我們一同恭賀他們！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第二十九期 
四月十五日 

http://www.paren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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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在疫情下幫助子女成為高效能學習者」優質家長講座  
 

為幫助家長有效啟導孩子健康成長，發揮潛能，規劃生命，本校家長事務組於 4 月 17 日下午特
邀請麥潤壽先生主講家長講座，講題為如何在疫情下幫助子女成為高效能學習者，希望藉此讓家
長在疫情下掌握怎樣幫助孩子茁壯成長，成為高效能學習者，歡迎本校家長及親友報名參與。詳
情如下： 
 

講題 如何在疫情下幫助子女成為高效能學習者  

講員 

麥潤壽先生 
特區政府榮譽勳章，銅紫荊星章，人稱麥 Sir 
香港資深電台節目主持人，曾於香港電台第二台主持「星空奇遇鐵達尼」節目達
14 年。透過電台節目，不但成功地打動廣大聽眾，鼓勵人心，亦同時向社會灌輸
正面的價值觀和發放正能量。除電台工作外，麥 Sir 亦曾主持香港電台電視節目
《中學校際問答比賽》及《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麥 Sir 熱心青少年輔導工作，
於 2002 年成立永不放棄同學會及 2012 年成立永不放棄同學仔，深受中學生、小
學生及家長歡迎。2005 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2011 年，再榮獲
銅紫荊星章，以表揚他熱心參與社會服務，表現傑出，尤其在兒童及青少年發展方
面，貢獻良多。2014 年與謝志偉博士等校友同獲香港浸會大學首屆頒發的「傑出
校友獎」，表揚他的卓專業成就，以及對母校及社會作出的重大貢獻。 

日期 2021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 時至 4 時 30 分 
地點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 
ZOOM 
ID 816 7273 1671 

密碼 PT1704 
費用 全免（由教育局津貼） 

 

歡迎本校家長及親友參加以上講座，請按時登入 ZOOM ID 及密碼。 
 

5. 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學校健康指引 (受檢人士安排 )  

以下內容輯錄自教育局的「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學校健康指引」，敬請家長及同學留意 ： 
如學生屬《規例》下的「受檢人士」(1)，有關學生必須按公告於指定日期內儘快進行檢測，並須
在檢測結果確定為陰性後通知學校，才能回校上學。學校必須要求有關學生出示相關証明文件(如
手機短訊、檢測結果報告) 。如學校發現有人違反《規例》返回校舍，學校應拒絕有關人士進入
校舍，並提醒有關人士儘快進行檢測，並應立即通知執法人員。政府會嚴肅跟進相關人士有否遵
從檢測公告。 
 
(1)：「受檢人士」指政府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規例》）（第 599J

章），就《規例》下的強制檢測公告刊憲，要求於指定期間曾身處指明地方的人士，須於指定
期間前接受 2019 冠狀病毒病核酸檢測的人士，包括在受限區域居住的教職員和學生、在指明
場所居住的教職員和學生、曾於過去 14 日內身處受限區域/指明場所內任何處所超過兩小時
的人教職員和學生。 

 

6. 2021 年世界知識產權日  

為提高公眾對知識產權的認識，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成員國把每年 4 月 26 日定為「世界知識產
權日」，並舉辦一系列活動，讓大眾了解知識產權在促進創新和創造的角色。香港特區政府知識
產權署會在不同平台刊登相關報導，以響應 2021 年世界知識產權日。 
 

教育局一直推動家長、學生及社區的參與，從而推廣正確使用互聯網，包括尊重知識
產權。為繼續提高學生對保護知識產權的認知，教育局鼓勵各校學生閱讀由知識產權
署在不同傳媒及平台刊登的相關文章及專訪。詳情請參閱附件及相關網頁
(www.ipd.gov.hk/chi/promotion_edu/educational_corner/World_IP_Day.htm)。  

http://www.ipd.gov.hk/chi/promotion_edu/educational_corner/World_IP_Day.htm
http://www.ipd.gov.hk/chi/promotion_edu/educational_corner/World_IP_Da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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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2015 年 7 月 1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規定每年 4
月 15 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是為了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維
護國家安全而設立的日子。 
 
教育局建議學校於每年 4 月 15 日配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安排學習活動，促進學生全面認
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培養國民身份認同。特區政府亦特別印制了精美貼紙、書籤
及單張，同學可到校務處領取。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前提，涉及人民及國家的整體
利益。國家安全涵蓋不同領域，例如生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網絡安全等國家安全體系
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關乎國家的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也是香港居民的共同義務。 
 
相關網頁：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https://www.nsed.gov.hk/ 

維護國家安全： https://www.isd.gov.hk/nationalsecurity/chi/index.html 
 

8.  「距離無阻學與愛．家校同心育優才」比賽系列及心意咭設計活動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校會）於本年度以「距離無阻學與愛．家校同心育優才」為題，
舉辦一系列比賽和活動，旨在鼓勵學校、家長和學生互相表達支持和關懷，同心合力，發揮家校
合作精神。縱使面對距離限制，亦無阻大家將正面的訊息傳遞給身邊的人。 
 
比賽的項目和活動如下： 
․ 四格漫畫設計比賽（高小及中學組） 
․ 心意咭設計活動（中學組） 
 
四格漫畫比賽的報名表格、填色圖畫及四格漫畫樣式已上載至本會網頁（www.chsc.hk），歡迎下
載。參賽者須於 2021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或以前把填妥的報名表格及參賽作品郵寄至九龍九
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二樓 W215 室家校會秘書處。詳情請參閱比賽
的條款及細則和報名表格。如有查詢，可與鄧俊維老師聯絡。 
 

9.  新一期食物安全通訊已經出版  

《食物安全通訊公眾篇》是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的定期刊物，為市民提供最新
的食物安全及衞生資訊。家長如欲知悉更多《食物安全通訊公眾篇》的資料，可到以
下網頁瀏覽電子版通訊： 
https://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multimedia_pub_fsb.html 

 
10.  留意社區情況變化  

近日因應社會情況變化及衝突，請家長更留意及叮囑子女，大規模的社區集體活動時有機會觸發
不快或意外，甚或引至身心傷害及法律責任，而「國旗法」、「國歌法」及「港區國安法」已經實
施，更要避免觸犯相關法例。請家長務必與子女保持密切溝通，叮囑子女注意人身安全，遠離可
能出現的混亂、危險及非法活動。讓我們一起為社區及社會求平安及包容，從上帝而來的愛勉勵
我們。 
此外，香港青年協會家長全動網，得悉最近的「社會事件」引起社會上很大的迴響及
關注，家長多方面需要支援，故印製「對應社會事件家長錦囊」小冊子。內容包括家
長與子女分享「社會事件」的方法及常見子女問題解答。家長可從右面 QR Code 下載
或瀏覽網頁（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https://www.nsed.gov.hk/
https://www.isd.gov.hk/nationalsecurity/chi/index.html
https://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multimedia_pub_fsb.html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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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提名事宜 
 

敬啟者：自從公營學校於 2000 年實施校本管理以來，教育局一直致力推動學校各主要伙伴參與

學校的管理和決策事宜，本校已於 2008 年 8 月 30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目的是透過教師和家長

等主要伙伴在學校推行一個公開、具透明度和多方共同參與的學校管治架構。學校感謝第十二

屆（ 19/20）的兩位家長校董陳燕芬女士及蔡淑儀女士積極參與，付出額外時間及無私的奉獻，

他們任期至 2021 年 7 月，故學校須開始進行新一屆家長校董選舉程序。家庭與學校協作會為本

校認可家長教師會，將負責為本校法團校董會進行 20/21 年度的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

有關詳情如下： 

 

1） 本校的家庭與學校協作會的執行委員會早於 2008 年 10 月 6 日通過「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

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指引」。 

2） 第十八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的執行委員會通過委任袁子鉅先生長為選舉主任，負責整個選舉事宜。 

3） 根據法團校董會章程規定，家長校董名額兩位，一位為「家長校董」，另一位為「替代家長校董」。兩

者任期均為一年（由註冊當日起計）。 

4）截止收回提名表格日期為 2021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4:00。 

5）如有任何提名（包括提名本人），請填妥電子回條。 

6）每位成功獲提名的候選人將收到本校電話通知以確定其候選人身份（有參加提名本人而又未獲通知者，請

於 4 月 30 日 6:00p.m.前聯絡本校選舉主任，否則作放棄成為候選人資格），並須於 2021 年 5 月 4 日或之

前提供近照一張及有關個人資料。候選人資料及照片會於 2021 年 5 月 6 日（投票一星期前）透過《家訊·

家書》分派與各位家長參考。 

7）派發選票日期為 2021 年 5 月 13 日 

8）投票日期、時間及地點 

投票日期 2021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時  間 上午 8 時 15 分至下午 1 時 

地  點 本校校務處（一樓） 
 

9）選舉主任於 2021 年 5 月 20 日前將透過學校致函所有學生家長及各候選人，公佈選舉結果。 

10）為順利推展學校發展工作，誠邀各家長踴躍參選提名，下列資料已上載至本校網頁之法團校董會

內，供家長們參考： 

a)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指引（附件一） 

b)  〈教育條例〉第 30 條所載有關家長校董的選舉規定（附件二） 

c) 家長校董選舉中須留意的道德操守（附件三）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選舉主任袁子鉅先生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張冠康 校長  ／  袁子鉅 先生 

 
主曆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