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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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中秋節剛剛過去，盼望大家在節日中享受與家人歡聚的快樂。中六級同學的疫苗接種率已達教育
局恢復全日面授課的標準，故學校將向教育局申請中六級於十月四日（星期一）恢復全日面授課。我們
十分期望其他級別也能盡早恢復全日面授課，讓同學享受整全及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使他們能全面健
康地發展，因此請家長考慮子女的身體情況後（可參考衛生防護中心指引），積極參與接種疫苗。此外，
接種疫苗後請盡快將接種疫苗紀錄副本交回學校以更新紀錄。 

 

感謝中國歷史科戴觀豪老師一直在本校的貢獻。戴老師的家人將在海外工作，故此他須於本月底
離任團聚。本校感謝戴老師多年來在學校的忠心事奉，貢獻良多，願  上帝賜福保守他們家庭。 

 

十月份開始，我們將舉行各級的家長晚會，期望能與家長有更多溝通交流，藉此增進家校合作，
幫助學生茁壯成長。故此，希望各位家長預留時間出席。各級家長晚會舉行日期如下： 

 

中一級：10 月 15 日（星期五）（只需家長出席） 

中二級：11 月 12 日（星期五）（只需家長出席） 

中三級：12 月 3 日（星期五）（學生須陪同家長出席） 

中四級：11 月 26 日（星期五）（學生須陪同家長出席） 

中五級：11 月 19 日（星期五）（學生須陪同家長出席） 

中六級：10 月 22 日（星期五）（學生須陪同家長出席） 
 

各級家長晚會時間暫定為晚上 6:30-9:30，詳情容後通知大家。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第十九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選舉》事宜  
本校訂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進行投票，並於前一日（即月 9 月 29 日）派發選票給全校家長，有關
投票活動安排，請參閱附件。 
 

2. 「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2021」獲獎  
本校初中同學於 2020-2021 學年，參加由教育局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及香港大學電子學
習發展實驗室合辦的「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2021」比賽。是次比賽超過 13500 位
同學參與，本校有六位同學表現良好，獲得「嘉許獎」。分別是 2A 陳嘉朗、2B 張日喬、2C 梁
凱喬、2C 周昭懿、2C 羅巧穎及 2D 文海天。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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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教育局「學生津貼」申請事宜  
財政司司長於2019年8月公布的191億元紓困措施當中，建議在2019/20學年為中學日校、小學和幼
稚園學生提供一次性2,500元的學生津貼，以減輕家長在教育支出方面的財政負擔。這項措施已於
2019 年12月6日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行政長官在2019年《施政報告》建議，這項津貼將會
由2020/21學年起恆常化。 

 

學生津貼不設資產審查。所有於申請日在香港提供本地或非本地課程的中學日校、小學和特殊學校
（包括公營學校、直接資助計劃學校、英基學校及私立學校）及幼稚園（不論是否參加幼稚園教育
計劃）就讀的學生皆可獲得有關津貼，但夜校學生、自修生、持學生簽證來港就學及持有入境事務
處發出擔保書（坊間一般稱為「行街紙」）的學生則不屬資助範圍。 

 

教育局會透過學校派發「學生津貼」申請表格及核實學生身份。申請表格分為表格B和表格A（下星
期一派發）。表格B已預印學生及申請人的基本資料（原校升讀的學生適用）；表格A屬空白表格（本
學年取錄的新生或轉讀他校等學生適用）。 

 

學校將於下星期一（27/9）派發以上「學生津貼」申請表格，請家長填妥/檢查表格上申請人資料及
簽署後，於下星期四（30/9）或之前交回班主任。 

 

4. 大專院校網上課程資訊日  
各大專院校將於 9 月至 12 月期間舉辦「網上課程資訊日」，讓高中同學了解不同課程的內容及收
生要求等重要資訊，及早規劃升學出路。如同學有意參與相關活動，請自行於網上報名。如有問
題，可向升學及職業輔導組老師查詢。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科技大學 9 月 25 日 https://infoday.ust.hk/  
香港理工大學 10 月 9 日  https://www.polyu.edu.hk/infoday/  

東華學院 10 月 9 日 https://www.twc.edu.hk/infoday/  
香港中文大學 10 月 16 日 https://www.cuhk.edu.hk/infoday/   
香港演藝學院 10 月 16 日 https://infoday2021.hkapa.edu/zh-HK/  
香港浸會大學 10 月 23 日  https://ar.hkbu.edu.hk/  
香港城市大學 10 月 23 日 https://www.admo.cityu.edu.hk/  
香港教育大學 10 月 30 日 https://www.apply.eduhk.hk/ug/event-details  

 

註：各院校將不定期更新活動網址及其他資訊，同學可自行搜查最新內容。 
 

5. 有關第 7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報名事宜  
有興趣報名參加第 7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同學，由 9 月 21 日(二)起可到譚綺雯老師簿架(B18)索
取報名表格。參賽者需自行上網 http://www.hksmsa.org.hk 查詢有關比賽之規則、曲目、項目編號及
費用，並於 10 月 8 日(星期五)前把已填妥之報名表，連同報名費用一併交回給譚綺雯老師。 
(如以支票付款，抬頭請『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
名、班別及所報之項目編號)。 
 

6. 「擊鼓讚美」聚會  
大衞城文化中心於 9 月 28 至 30 日舉辦五場「擊鼓讚美」聚會，由吳振智牧師以「鼓勵生命」為題
分享信息。中心又邀請到 Viu TV《擊鼓》女鼓手十強比賽中的三員，包括 Hei Hei(冠軍)、Piaf 及 Fing 
Fing 作敬拜的嘉賓鼓手，並擔任詩歌音樂創作及編曲。 
 
三天聚會均設夜場，夜場時間為晚上 8:00-9:45，門票 180 元。而為了鼓勵更多中學生參與，大衞
城文化中心於 9 月 29 日及 30 日設日場，時間為下午 2:30-4:15，日場更為全日制學生設半價門票
優惠，即 90 元。聚會地點為麥花臣場館。至於活動詳情，同學可參閱一樓基教組壁報板上海報。若
有疑問，可聯絡黃靄玲老師。 

 

  

https://infoday.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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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香港新聞博覽館徵文比賽  
香港新聞博覽館將舉辦一個以香港運動員奮鬥精神為主題的專題展覽。為配合展覽，同時會舉辦一
項徵文比賽，歡迎全港中學生參加，旨為鼓勵學生以鍥而不捨精神，為目標而努力奮鬥，題目為「我
從香港奧運運動員身上學習到…」。 
 
比賽截止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現誠邀同學參加。如有興趣，請參閱該會網站
www.hkne.org.hk，或向趙燕珊老師查詢。 

 

8. 25 周年標誌設計及標語創作比賽  
本校創立於 1997 年 9 月 1 日，屹今已超過 24 年，為了慶祝即將踏入 25 周年，
本校特意舉辦 25 周年標誌(LOGO)設計及標語(SLOGAN)創作比賽，使之成為 25 周年
各項慶祝活動的推廣標誌及標語。 
 

25 週年校慶主題：感恩，歡聚，承傳 
                Thanksgiving, Reunion and Inheritance  

標誌設計 ( 25th Anniversary Logo Design Competition) 
1. 規   格：必須以電腦製作，並以電子檔案呈交 
2. 格   式：JPEG 及提供彩色及黑白版本 
3. 元   素：25/廿五/二十五、馬可賓/MKP 
4. 像   素：不可少於 800x800 像素 （PIXELS） 
5. 組   別：只設公開組 
6. 準   則：切合主題（50%）；設計與意念（25%）；美感與構圖（25%） 
7. 獎   項：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優異奬乙名 
8. 評分方法：校內 及 公開投票 
9. 呈交限期：2021 年 9 月 30 

 

備註：冠軍設計得奬標誌將用於推廣 25 周年校慶中的各項活動 
 
標語創作 (25th Anniversary Slogan Design Competition)  

1. 要    求：總字數不可超過 30 字（不包括標點符號） 
可包含以下元素：基督教信仰、感恩、歡聚、承傳、祝福祝賀 

2. 語    言：中文 或 英文 
3. 組    別：初中組、高中組、公開組（校友、家長） 
4. 準    則：切合主題（50%）；創意（25%）；節奏流暢（25%） 
5. 獎    項：各組別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優異奬乙名 
6. 呈交限期：2021 年 9 月 30 日 

備註： 
• 所呈交的作品必須附以不少於 100 字說明創作意念 
• 所有作品必須為學生原創作品及未曾公開 
• 如參賽作品涉及抄襲，或內容涉及違法、粗言穢語、誹謗言論等，學校會取消其參與資格，亦

不予通知 
• 參賽作品的版權屬於學校（即本校）所擁有，學校有權透過任何形式出版及宣傳 
• 如有任何異議/修訂，學校會保留最終決定權，而不另行通知 

 

9.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旨在推動家學「感恩-愛人」的風氣，啟
發同學理解中華文化「感恩」與「愛人」的道德內涵，同時認識及力行生命教育中的「人」、「我」
意義。現誠邀同學參加，詳情請瀏覽比賽網頁：https://www.eduhk.hk/chl/tc/event/279 
 

  

報名表格 

最後機會啦!! 

2021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hkne.org.hk/
https://www.eduhk.hk/chl/tc/event/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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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知識閱讀報告比賽 2021 
為了鼓勵同學記錄曾閱讀的書籍，提高同學對寫作的興趣，從而擴闊視野，提升語文能力。泓文
教育顧問有限公司舉辦閱讀報告比賽供同學參加，有關詳情如下： 
 

1 比賽組別及字數要求：初中組，不多於 1100 字；高中組不多於 1500 字。 
2 獎項：每組均設冠、亞、季軍各 1 名，將獲贈書券及證書；另設優異獎多名，可獲證書嘉許。 
3 報名費：$68 (可用支票抬頭寫「泓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4 閱讀報告繳交方法：請將報告的電子檔或手寫掃描檔 ，連同報名費，電郵至

hk_aecp@yahoo.com.hk 或郵寄至「元朗郵政信箱 1530 號」 
封面須寫上參加者姓名、學校名稱及個人聯絡電話。 

5 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30 日 
6  查詢：https://www.facebook.com/AECPeduHK 

 

11. 訂購冬季校服、冬季體育服、校冷及校褸事宜  

本校已安排校服承造商到校為同學訂購冬季校服、體育服、校冷及校褸，詳情如下： 
 

訂購日期：8/10/2021 (星期五)   派發日期：12/11/2021(星期五) 
訂購時間：1:20pm-2:20pm     派發時間：1:20pm-2:20pm 
訂購地點：小食部      派發地點：小食部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聯絡電話 

添記校服 屯門石排頭路康德花園 9 號 B 地下 2467 7833 
 

冬季校服尺碼及價錢 
 

 

男生黑色線絨長西褲 
 

尺碼以腰圍及長度計 
英吋腰圍 長度 價目 

22-23 
24-25 
26-27 
28-29 

30 
32 

31-33 
34-36 
37-38 
39-40 
41-42 
43-44 

$122 
$128 
$134 
$140 
$146 
$152 

註：褲頭每兩寸跳一碼加$7 

 

初中女生格絨背心裙 
 

尺碼 (長度計) 
英吋 厘米 價目 
33-34 
35-36 
37-38 
39-40 

84-85 
89-90 
94-95 

99-100 

$159 
$167 
$175 
$183 

 

註：上圍由 40”起作特碼計 $198 

 

男女生初中長袖恤衫(男生連校徽) 
尺碼 (長度計) 

英吋 厘米 男恤價目 女恤價目 
22 
23 
24 
25 

26,24x 
27,26x 

56 
58.5 
61 

63.5 
66 

68.5 

$59 
$62 
$65 
$68 
$71 
$74 

$54 
$57 
$60 
$63 
$66 
$69 

註：上圍由 42”起作特碼計$88       $83 

 

男女生長袖運動服 
 
尺碼 套裝 外套 長褲 
XS-S $200 $105 $95 
M-L $210 $110 $100 

 

高中女生校服 
長袖恤衫(連校徽) 均碼每件 $105 

格仔半截裙 均碼每件 $140 
蝴蝶帶 每條  $14 

 

男女生夾棉校褸 (內連活動式瑤粒背心) 
尺碼 XS S M L XL 
價目 $245 $260 $275 $290 $305 

 

男女生校冷 
尺碼 XS S M L XL 

V 領長袖 $165 $175 $185 $195 $205 
V 領背心 $135 $145 $155 $165 $175 

 

校呔 

校務處將於換季前通知中一同學集體購買，而其他級別可逢星期二及四小息時間購買。 

每條校呔售價為$16。 
 

 

  

mailto:%E8%AB%8B%E5%B0%87%E5%A0%B1%E5%91%8A%E7%9A%84%E9%9B%BB%E5%AD%90%E6%AA%94%E6%88%96%E6%89%8B%E5%AF%AB%E6%8E%83%E6%8F%8F%E6%AA%94%20%EF%BC%8C%E9%80%A3%E5%90%8C%E5%A0%B1%E5%90%8D%E8%B2%BB%EF%BC%8C%E9%9B%BB%E9%83%B5%E8%87%B3hk_aecp@yahoo.com.hk
mailto:%E8%AB%8B%E5%B0%87%E5%A0%B1%E5%91%8A%E7%9A%84%E9%9B%BB%E5%AD%90%E6%AA%94%E6%88%96%E6%89%8B%E5%AF%AB%E6%8E%83%E6%8F%8F%E6%AA%94%20%EF%BC%8C%E9%80%A3%E5%90%8C%E5%A0%B1%E5%90%8D%E8%B2%BB%EF%BC%8C%E9%9B%BB%E9%83%B5%E8%87%B3hk_aecp@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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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tranet.makopan.edu.hk/home/imail/compose.php?targetemail=hk_aecp@yahoo.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AECP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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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第十九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選舉》候選人資料簡介及投票安排  
 

各位家長：  

《第十九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選舉》，將會選出十二名家長擔任新一屆家長委員。

家校委員的任期均為一年（至新一屆就職典禮為止）。是次選舉共有 14 位家長參選，隨函附上

《第十九屆家庭及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候選人資料》，敬請細閱。本校訂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進

行投票，並於前一日（即月 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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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9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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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十二名，若投票予多

於十二名候選人，選票將作廢票論。  

3. 最高得票的首 12 位候選人將成為家長委員。若第 12 位最高得票的候選人與第 13 位或 14 位同

票，則即場進行抽籤，過程在家校會主席（或其代表）及校長（或其代表）見證下由選舉辦公室

同工主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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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把填妥的選票對摺，然後放入「投票信封」內，並加以封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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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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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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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家庭及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候選人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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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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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辦公室主任  

主曆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袁子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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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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家庭及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資料 
 

感謝家長們對家校事務的支持，今年報名願意奉獻個人寶貴的時間成為家校委員的家長共有 14 人，

由於人數超過 12 人，故需從 14 位家長候選人中選出 12 位擔任新一屆家長委員。以下是該 14 位家長

候選人的資料及他們對成為委員後的期望。他們願意為了幫助學校更好地實踐教育使命，獻出寶貴的時

間和精力，實在使人感動。故此，我在此向該 14 位家長候選人致以衷心感謝，願神祝福並賜他們平安，

也感謝其他所有家長的關心和支持！（排名不分先後） 

 

  

家長委員姓名：廖婉媚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廖恩彤 (F.1A)  

廖恩莹 (F.1C) 
期望：大家好，本人好感恩今年有機會參

與家長委員的選舉。本人深明家校
合作的重要性，也在過往的六年裏
擔任小學的家教會委員。本人希望
成為委員後，繼續努力為學校、家
長、同學們作溝通橋樑，達致家校
合一。但願我們能攜手為子女營造
更好的學習和成長環境，本人不勝
感激，謝謝大家！ 

家長委員姓名：蔡禮明先生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蔡頌昕(F.1B) 
期望：家庭和學校對每一個小朋友來

說，都是他們成長中最重要的部
份，他們在家中受到長輩、兄弟姊
妹、鄰舍的薰陶，在學校受到師長
的教導、朋輩的影響。因此，若家
庭和學校不能互相配合，向相同
的目標進發，對小朋友發展肯定
會有障礙。藉這次參與協作會執
行委員會，我希望能令家庭和學
校在溝通的時候，能更明瞭彼此
的想法、意見和目標，為小朋友創
造更好的成長環境。 

家長委員姓名：朱偉賢先生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朱曉臨(F.1B) 

朱曉呈(F.3B) 
朱曉祈(F.5A) 

期望：藉著以往參與幼稚園家教會，小學校
董會的經驗，希望可以幫助推動校
政，成為學校與家長溝通的橋樑，為
學校的教學活動作出支援。希望為
各家長及學生建立互相尊重和信任
的家校關係。 

 

家長委員姓名：卞欣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孫宇浩(F.1C) 
期望：很幸運也很開心能成為馬可賓這

個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能陪著
孩子在這裡一同成長，一同進
步，同時亦期望為家庭學校與學
校之間更好的協作溝通貢獻自
己的微薄力量。如若未能入會，
都願意擔任義工積極參與學校
的各項活動，服務大家。 

家長委員姓名： 戴小芬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 洪梓榕(F.1D)  

洪靖鈞(F.4A) 
期望：本人已在學校做了 3 年的義工，這些日子裏，我

認識了不少委員，他們通力合作，順利地將工作
及活動完成，感學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所以
我期望成為他們的一份子，盡心盡力地成為家長
和學校的好伙伴。 

家長委員姓名：黃欣琪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黃鑫濤(F.1D) 
期望：成為家長、學生與學校之間的協

作橋樑；善用自身及其他能力和
資源，為家校會做一些事情。本
人為會計師，同時擔任多家上市
公司獨立董事及不同社團專業
協會成員。通過參加家校會，學
習如何更好與孩子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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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委員姓名： 屈佩珊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葉天朗 (F.2B) 
期望：大家好! 我是去年馬可賓家委會

副主席，以往亦有參與兒子幼稚園
及小學家教會委員的工作。我希望
能利用以往的經驗，繼續與一班熱
心貢獻的家長及義工携手合作，協
助學校推展各項活動，並擔當家長
與學校溝通的橋樑，共同促進子女
各在學業和身心各方面的健康發
展。 

家長委員姓名：劉珮琪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魏梓俊(F.2B) 
期望：在兒子就讀小學和中學時，我已積

極參與家校的義工活動。在過去一
年參與的義工活動中，除了可以為
學校服務外，還可以加深我對學校
的了解。因此，本人希望參選新一
屆家校會，成為當中一份子，更投
入地為學校和學生服務。 

家長委員姓名：馬怡雪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 趙芷晴(F.2C) 
期望：希望來年能繼續參與家校協作會，

協助家校會舉辦活動，促進家校彼
此認識；成為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橋
樑，讓學校成為一個愉快學習的地
方，讓家長樂於參與學校義務工
作，讓孩子愉快和諧成長。 

家長委員姓名：李文清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 黃駿羲(F.2C) 
期望：如當選，希望能運用以往的經

驗，做好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橋
樑，協助減輕老師的工作量，協
助推廣學校發展。我會盡我所能
同一班無私付出的家長携手合
作，孩子們提供更好的學習氣
氛。多謝! 

家長委員姓名： 莊小娟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 莊兒霖(F.2D) 
期望：本人如當選，望能協助做好學校和

家長之間、互相體諒、互相尊重、
合作的橋樑。本人上年曾參與家校
會的家委工作，望能再與一班無私
奉獻的家長繼續携手合作，同心協
助老師減輕工作負擔，望能通過家
校緊密聯繫合作，家校連心，配合
學校發展，為孩子們提供更優質的
教育風氣。願馬中的孩子們都能得
到優質的教育而發光發亮。多謝! 

 

家長委員姓名：吳苹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許丞尉 (F.4C) 
期望：藉著過去三年在馬中家校會義

工團隊及家校會聯絡的工作經
驗，希望來屆能有機會再與委員
群策群力，加強家校合作，做好
溝通橋樑，陪伴孩子們健康快樂
成長！ 

 

家長委員姓名：黃燕麗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張凱金(F.5C) 
期望：希望學校、家長和學生關係拉得更

近，有效溝通，同心協力，家校合
作更加順暢。 

家長委員姓名： 吳家偉先生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 吳仲謙(F.5C) 
期望：大家好! 不經不覺我同囝囝已加

入馬可賓呢個大家庭第五年，並
且有幸曾參與第 15 屆家校委員
會之委員及第 18 屆家校委員會
曾任康樂職務委員，希望憑藉以
往嘅經驗，以及我對呢個大家庭
嘅熟識度，可以有效地作為家長
與學校間溝通之橋樑，繼續為家
校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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