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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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日是母親節，先預祝各位母親母親節快樂！亦希望藉此機會鼓勵各位爸爸及同學們要多加
支持和感謝媽媽，在節日中更要主動表達愛意。當子女的要潔身自愛，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多在家中
做家務，照顧長輩及弟妹，孝順父母。一如過往，學生可在今明兩天（禮拜四及禮拜五）到校務處購
買康乃馨送給媽媽、祖母和婆婆以表孝心。 

 

繼上期家訊家書刊登了校友專訪，今期我們亦刊登了另一位馬可賓校友的專訪--涂淑怡小姐，
她於 2019-20 年度的優秀社工選舉中獲選為新秀社工，專訪中分享了她的成長心路歷程。同時，感
謝上次和今次負責採訪及編輯的六位校園英語小記者，他們用心和認真的預備，非常值得欣賞。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三級選科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明天（7/5）將舉行中三級選科晚會，同學須穿著整齊校服與家長於 6:45p.m.到達禮堂就座，是
次晚會目的：(1) 優化後本校高中課程規劃及策略以幫助學生考入大學。(2) 修讀 2 個選修科
或 3 個選修科的考慮因素。(3) 修讀數學延伸課程單元一（M1）或數學延伸課程單元二（M2）
的考慮因素。是次晚會對學生升學非常重要，故請家長陪同子女一起出席。 
 

由於疫情影響下，為確保參與者有一定的社交距離，禮堂可安排的座位將大幅減少，故每個家庭
只能讓一位家長代表出席，敬請見諒。 

 

2.  師兄師姐分享會（中三級適用）  

為了讓中三同學能對各選修科有多點了解，故此安排了中四及中五學長以小組形式分享，詳情
如下： 

 

班別 日期和時間 班別 日期和時間 

3A 
18/5/2021 

下午 2:30 – 3:30 3C 
12/5/2021 

下午 3:00 – 4:00 

3B 
12/5/2021 

下午 3:00 – 4:00 3D 
18/5/2021 

下午 2:30 – 3:30 
 

Zoom 登入資料會稍後透過班主任發放給同學，敬請家長留意。 
 

3. 選修數學延伸課程一及課程二（M1/M2）簡介會（中三級適用）  

為讓中三級同學了解數學延伸課程一及課程二的課程特色及對修讀學生要求，學校將舉辦簡介
會，並以網上形式進行，Zoom 登入資料會稍後透過班主任發放給同學，敬請家長留意。 
 

日期：13/5（四）    時間：2:30-3:30p.m.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一年五月六日   

第三十二期 
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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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問卷事宜  

馬可賓重視自評反思以追求卓越，並隨著經驗的累積把自評融入學校恆常的運作，以促進學校發
展，故中一、三、四、五於 11/5 及 12/5 在上午的班主任節將增加 20 分鐘以填寫學校問卷，放
學時間為 1:05p.m.（8:03a.m.-1:05p.m.）。而中二於 6/5 及 7/5 在下午須提早 20 分鐘回校以填寫學
校問卷，放學時間不變（12:33p.m.-5:35p.m.），其他日子則照常。 
 

5. 無伴奏合唱班（A Cappella） 

無伴奏合唱班「A Cappella」就是「只有人聲」音樂的意思，在歐洲中世紀的時候，教堂發展出
沒有任何樂器伴奏，只有合唱團歌聲的音樂，意大利文就稱呼這種沒有樂器伴奏的音樂為「A 
Cappella」。從中世紀以來，A Cappella 就是一種相當古典而又常被使用的合唱音樂方式，大體上
來說，如果你看到合唱團演出時旁邊沒有鋼琴或其他任何樂器伴奏，那麼這個合唱團就是正在以
「A Cappella」的方式呈現他們的音樂。 
 

本校駐校音樂家李恩添博士有豐富教授無伴奏合唱班經驗，我們十分榮幸邀請到李博士在本校開
辦無伴奏合唱班，讓馬可賓同學在音樂上有更廣闊的體驗，並有更多機會演出。 
 

第一次活動日期為 5 月 15 日（星期六）2:30-4:00p.m.，地點：G01室。歡迎有合唱團經驗/演唱
訓練的同學參加。有意參加的同學請於下星期一(10/5)或之前填寫電子回條，如有查詢，可聯絡
校務處袁子鉅先生。 

 

6. 有關上呼吸道感染爆發的最新情況事宜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最近錄得多宗涉及學校／院舍的上呼吸道感染爆發。最近兩周（四月十八日
至二十九日）共錄得五十一宗上呼吸道感染爆發個案，涉及三百六十一人。對比過去兩周（四月
四日至十七日）錄得六宗爆發個案，涉及四十八人。大部分上呼吸道感染爆發個案發生在幼稚園
／幼兒中心 (74.5%)，其次是小學(21.6%)，以及在特殊幼兒中心和特殊學校各一。 
 

  現時學校每天放學後也會清潔及消毒全校校園，亦會促請全校學生/教職員，注意個人及學校環
境衞生。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亦須提醒貴子弟時刻保持
個人及校園環境衞生。同學及家長應注意以下各點： 

 

➢ 建議家長每天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探熱、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類似流感徵狀，必
須立即戴上口罩和盡早求診，且須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
狀消失及退燒後至少兩天(以較長者為準)才可回校。 

➢ 如子女有不適或須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學校在有需要時會向衞生防護中心或有關部
門呈報學生的情況及聯絡資料，使防控傳染病的工作可更有效地進行。 

➢ 遇有子女在校內不適，應與學校通力合作，將患病子女盡早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 勤潔手，特別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或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及進食或處理食物

前、如廁後洗手。  
➢ 提醒子女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巾。 
➢ 在流感流行期間，避免前往人多擠逼或空氣流通欠佳的公眾地方；高危人士在這些地方逗留

時可考慮佩戴外科口罩；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及充足休息。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他們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日後的學習進度。
我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並時刻提醒貴子弟注意個人衞生，做好一
切的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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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演藝學院網上開放日 2021 

演藝學院的開放日於 5 月 9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在網上舉行，同學可「網上參觀」灣仔本部
校園和伯大尼古蹟校園，隨個人喜好計劃參觀路線，在「身處」的場地內簡單按鍵，就能欣賞到
由六大學院包括戲曲學院、舞蹈學院、戲劇學院、電影電視學院、音樂學院和舞台及製作藝術學
院呈獻的節目。另外，學院師生預備的粵劇演出、舞蹈製作、課堂片段展示、音樂會、放映會和
分享環節將上載到活動網站，讓同學留在家中也能參與是次開放日。此外，演藝學院校友會邀請
來自不同範疇的校友參與，以「校友會圍一圍 2.0 —— 演藝串流趨勢」為題，舉行網上座談會。
當天的節目內容已上載到活動網站: https://virtualopenday2021.hkapa.edu/， 
同學可以在 http://shorturl.at/xP134 登記參加 。 

 
 

8.  共建網「樂」e 世界家長講座（五）：護眼 E 世代及明辨真假資訊  

日期：2021 年 5 月 22 日（六） 
時間：下午 2 時正至 3 時 45 分 
地點：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四樓演講廳 
 
內容及講者： 
1. 新媒體親職教育之明辨資訊真偽 

香港青年協會全健思維中心單位主任 
陳英杰先生 
 

2. 親子共塑數碼技能 
香港教育城發展部主管 
洪婉玲女士 

 
3. 電子學習產品與眼睛健康 

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眼科視光師 
梁嘉欣小姐 
 

語言：粵語 
費用全免 
 
如有查詢，可與鄧俊維老師聯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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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openday2021.hkapa.edu/
http://shorturl.at/xP134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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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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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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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 14 日進行投票，並於前一日（即月 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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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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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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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  你可把已裝有填妥選票的「投票信封」，於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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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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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主任 

 
                袁子鉅先生 

 
主曆二零二一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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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姓名  蔡淑儀 

 

性別  女  

就 讀 本 校 子 女

姓名及班別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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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賓紀念中學校董會(2020-2021 替代家長校董) 

馬可賓紀念中學家校會 (17 及 18 屆委員) 

馬可賓紀念中學家長義工隊 (10 年以上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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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衷心感激校長及各位老師，對同學們的無私付

出！特別是在疫情之下的情況，老師的工作更見艱巨、

辛勞和富挑戰性，這亦是體現家校合作的重要時刻，當

中可以作為家長和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我實在深感榮

幸。 

能夠成為馬可賓的一份子，完全是神給我和孩子的

恩典。感謝主！ 

求主使用我，讓我能盡上棉力，繼續服侍學校，在

共同努力下，推動學校不斷發展，給全體同學們都得到

最大的益處，阿們！ 

其他 曾參與香港校董會舉辦的研討會及講座 

候選人姓名  冼細妹 
 

性別  女  

就 讀 本 校 子 女

姓名及班別  
3C 田盛源 

職業  
家庭主婦，兩子之母， 

曾任職社工 

興趣 /專長  繪畫，旅遊，行山，聽歌 

曾 任 或 現 任 本

校 /其 他 學 校 的
公職 /服務  

馬可賓中學家校會主席 2020 至現在 

馬可賓中學家校會副主席 2019-2020 

馬可賓中學家校會家委 2018-2019 

 
南屯門官立中學家校會委員 2019-2020 

參選抱負 /理想  

本人過去兩年多在家校會的工作中，讓我認識了學
校與家庭合作的重要性，也增加我對學校的歸屬感。

未來，本人希望透過參與法團校董會的工作，為學校

付出一點微力，共同為學校作出貢獻。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2020/21 家長校董候選人資料簡介  

 



Alumni Profiles 

Shirley To（涂淑怡） 

A Visually Challenged Social Worker 

 
                      By Kandy Fung (2A) 

 Chloe Lu (4B) 

 Rowina Chan (4B)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not being 
able to see anything one day? If it really 
happens, what would you do? Some 
people may give up their lives because of 
it. Our alumnus, Shirley To, Class of 2010, 
started to have visual deterioration when 
she was in Form 3. At first, she was 
depressed because of it. However, her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were very 
supportive so she regained her confidence 
and decided she wanted to become a 
social worker someday to help those who 
may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as hers.  
 

School life at MKP 

As there was never a prior situation where a student who is visually impaired or 
challenged studying at MKP, teachers at first did not know exactly how to help 
Shirley to learn. Yet, they still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help her. For example, 
they tried to enlarge the size of words to let her read the textbooks more easily. 
One teacher even gave her a magnifying glass. During exams, they recorded the 
content of exam papers so Shirley could take the exams like others. The teachers 
also gave her an audio Bible so Shirley c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ristian faith. Shirley said she was touched by the caring actions of her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ll of them treated her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let her feel very 
comfortable and enjoyable when studying at MKP. 
 
During Shirley’s study at MKP, she learnt not only knowledge from textbooks but 
also the skills of working with others. After some time, she became more 
positive about facing different difficulties, and the best thing she thinks MKP 
gave her is the friends who truly cared about her.  
 



Shirley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social workers at school were passionate about 
providing care and assistance whenever she needed it. To help her, they were 
willing to listen to her and gave her advice. Her experience with the social 
workers was a crucial factor that helped her decide to become a social worker 
when she graduated from our school. 
 

Advice to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ny students are unsure about what future career paths to take. Shirley 
advises them to consider their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because 
personality is a determining factor of what vocation is the most suitable for them. 
As she recalled, she had started to consider what she wanted to do as a career 
since she was a Form 3 student, and she realised that she wanted a job that 
would give her many opportunities to talk to people which she thought would 
be very meaningful. Therefore, she decided to pursue the career path of a social 
worker. Moreover, she also reminded that students should focus on not only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but also their abilities to meet what is required to be the 
best social worker one can possibly become. 
 

Workplace experi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being a social worker, Shirley faced lots of challenges from 
others who might have misunderstood her because of her disability. Others 
would suspect her working ability but she never complained about it. She 
worked hard and tried many other ways to prove herself. Later, she managed to 
earn the trust from her clients and colleagues. 
 

Overcoming negative emotions 

Shirley shared her experience of facing negative emotions. When she was 
preparing for her A-Level exams, she had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passage(文言文)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exam. Because of her visual 

disability, she could only use (read) braille. However, braille can only show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s, and because of that she could not figure out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yet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Therefore, she was very frustrated. Luckily, her teacher advised her 
to assess her situ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t go of your 
stubbornness.” This teacher’s advice has helped her overcome other negative 
emotions in the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