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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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感謝天父的恩典！馬可賓中學快將踏入 25 周年，我們實在經歷了天父許多的恩典和帶領，在過去
20 多年中，同學們在馬可賓得到了栽培和啟發，發揮了天父賜給他們的潛能，畢業後繼續實現自己的
夢想，實在要感謝天父！我們希望定期採訪校友們在馬可賓的經歷，並寫成文章與大家分享，最後於 25
周年時集合成書，出版感恩見證集，一起數算主恩！同時我們亦希望讓同學們一起參與，成為小記者採
訪校友及撰寫內容。 

 

今期率先接受採訪的是譚縉謙校友，他熱愛鋼琴演奏，就讀本校時參加鋼琴大師班，在李恩添博士
指導下得到啟發，畢業後繼續在鋼琴演奏上發展，並獲得獎學金於英國深造，現時經常於世界各地演奏
表演。請大家細閱本期附上的採訪文章及瀏覽譚校友的演奏短片，一起分享當中的喜悅。 

 

10 月下旬將舉行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及中六級的第一次畢業試，盼望同學好好安排溫習時間
表，為這個學年第一次具規模的考核作好準備。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反覆，社區已多天出現源頭不明確診個案，大家仍要謹守抗疫措施，不可鬆懈。 
 

明天(9/10)便是中二級家長晚會，我們十分期望與各位家長見面，除藉此機會與家長更多溝通了解
外，亦能盡早互相配合及協助學生茁壯成長。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預試（中一級適用）  

本校有幸得「教育局研究及測驗發展組」邀請中一學生參與「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預試」，
同學無須為這次預試刻意準備，在預試中以認真態度盡力作答便可，有關詳情如下： 
 

日期：10 月 9 日（星期五） 
時間：12:15 p.m.-1:25 p.m. 
考試科目（地點）：中文（禮堂）／英文（409 室）／數學（G01 室） 
 

屆時全級四班學生將平均地分配考核以上其中一個科目，考試完成後學生便可放學，敬請家長留意。 
 

2.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海報設計比賽  

肺積塵互助會獲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資助，並得到發展局、勞工及福利局、建造業議會、
香港建造商會、職業安全健康局支持，舉辦一個名為「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海報設計比賽」
活動，比賽詳情如下： 
 

對象：公開組 16 歲或以上之香港居民 

獎項：冠軍（港幣$8,000 及冠軍獎杯 (1 名)） 季軍（港幣$3,000 及季軍獎杯 (1 名)） 

亞軍（港幣$5,000 及亞軍獎杯 (1 名)） 優異獎（港幣$1,000 (10 名)） 

截止日期：2021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比賽，可瀏覽網址報名：www.pmaa.org.hk。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   

第七期 
十月八日 

http://www.pma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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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一測驗安排  

‧ 本學年分為上下學期，每學期各有一次統一測驗，中一及中二級上學期統測將於 28/10（三）至
30/10（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27/10（二）至 30/10（五）進行，中四及中五的中文科、
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的統測將於 29/10（四）及 30/10（五）進行，詳見下表。 

‧ 凡因病未能出席統測的學生，家長須於早上 7 時 45 分前致電回校告假，並須有家長信及醫生紙
証明。同時，請於即日聯絡校務處辦理補測手續（除病假及有醫生紙証明外，其他原因一概不設
補測）。教務組與科任老師會商討該生補測分數之計算方法。  

‧ 中一至中三級統測佔該學期總成績 20%。中四及中五的平時分佔全年總分 30%，而統測的比重會
由各科自行決定。 

‧ 統測期間，學生回校時間與正常上課日相同，中六級會如常上課，其他級別統測完結後便會放學，
各科統測的詳細範圍由科任老師向學生講解。  

‧ 24/10 至 29/10 期間，全校學生活動將會暫停。然而，學校一向強調學生應建立平日恆常的溫習
習慣，切勿抱臨渴掘井的錯誤學習態度，故請家長督促貴子弟提早溫習，預備統測。  

‧ 盼望同學在統測前好好準備，爭取佳績，並透過統測，檢視自己的學業情況及為之後的學習作更
佳部署。  

統測時間表如下： 上學期統測時間表 
 28/10 Day C (三) 29/10 (四) 30/10 (五) 

中 
一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寫作 45 分鐘 

(08:45~09:30)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30~09:55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數學 1 小時 (10:35~11:35)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09:55~10:05) 
歷史 30 分鐘 (10:05~10:35) 

小息 11:35~12:00 11:20~11:45 10:35~11:00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2:00~12:10) 

普通話 30 分鐘 (12:10~12:40) 
預備及派卷 (11:45~11:55) 
中史 30 分鐘 (11:55~12:25) 

預備及派卷 (11:00~11:10) 
地理 30 分鐘 (11:10~11:40) 

中 
二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寫作 50 分鐘 

(08:45~09:35)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35~10:0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歷史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00~10:10) 
數學 1 小時 (10:10~11:10) 

小息 ─ 11:05~11:30 11:10~11:35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地理 30 分鐘 (11:40~12:10) 
預備及派卷 (11:35~11:45) 
中史 30 分鐘 (11:45~12:15) 

 

中
三
級 

 27/10 Day B(二) 28/10 Day C(三) 29/10 (四) 30/10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寫作 55 分鐘 
(08:45~09:4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08:45~09:45) 

小息 10:00~10:25 09:40~10:05 10:00~10:25 0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地理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05~10:15) 

中史 30 分鐘 
(10:15~10:45) 

預備及派卷(10:25~10:35) 
化學 30 分鐘(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生物 30 分鐘 
(10:20~10:50) 

小息 ─ 10:45~11:10 11:05~11:30 ─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10~11:20) 

生活與社會  45 分鐘 
(11:20~12:05) 

預備及派卷(11:30~11:40) 
物理 30 分鐘
(11:40~12:10) 

─ 

 

中
四
級 

 29/10 (四) 30/10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小息 10:15~10:40 10:00~10:25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通識 1 小時(10:35-11:35) 

中
五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小息 10:15~10:40 10:15~10:4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通識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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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1 基督徒大會  

各位同學， 10 月 9 日又是一年一度的學校盛事—基督徒大會，本年的主題是「Light In 
The Darkness」，盼望凝聚所有有心關懷別人的同學，能一起靠着那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在這紛亂黑暗的時刻中，學習照亮身邊的人！由於疫情，今年將會以直播形式進行，誠意
邀請大家參與，以禱告的心一起學習倚靠神！詳情如下： 
 
日期：9/10/20 
時間：3:00-3:30 
主題：Light In The Darkness 
主題經文：「你們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無法隱藏的；人點了燈，不會放在量器底

下，而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家人。」 
馬太福音 5:14-15 

對象：全校學生 
地點：zoom 網上直播(禮堂） 
注意事項：同學請於活動前 5 分鐘進入網上禮堂，請同學於大會期間全程開啟鏡頭，彼此

激勵一起學習倚靠神！ 
 
大會的 PMI 及密碼如下： 
 
（1）第一部份（敬拜，信息，及報告） 

會議 ID：814 2569 8353 
密碼：snCD23 

 
（2）第二部份（分級禱告會） 

中一： 
Meeting ID: 834 2204 0680  
Passcode: fhl 
 
中二： 
會議 ID：892 1960 5262 
密碼：752558 
 
中三： 
ID: 714 929 6068 
Password: tmgc 
 
中四： 
Meeting ID: 812 9589 3602  
Passcode: fhl 
 
中五： 
會議 ID：892 1960 5262 
密碼：752558 
 
中六: 
會議 ID：857 7868 9986 
密碼：159939 

 
5. 冬季資優課程（中文大學舉辦）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舉辦冬季資優課程，課程包括藝術、STEM、中醫、語文及人文學科等，家長
及同學可瀏覽 http://www.fed.cuhk.edu.hk/pgt/了解有關課程內容、收費、日期及時間等資料，同學
亦可到學務組壁佈板了解詳情。如有查詢，可聯絡廖美璍老師，截止日期為 10 月 13 日。 
 

http://www.fed.cuhk.edu.hk/p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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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專院校網上課程資訊日  

為使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入學要求有更多的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網上課程資訊日，鼓勵同
學踴躍報名參加，及早規劃升學出路。 

 

聯招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理工大學 10 月 10 日  https://www.polyu.edu.hk/infoday/  

香港中文大學 10 月 10 日 https://cuhk.easyvirtualfair.com/  

香港教育大學 10 月 17 日 https://www.eduhk.hk/acadprog/infoday/  

香港科技大學 10 月 17 日 https://infoday.ust.hk/  

香港浸會大學 10 月 24 日 https://infoday.hkbu.edu.hk/2020/  

香港城市大學 10 月 24 日 https://infoday.cityu.edu.hk/  

香港大學 10 月 31 日 https://www.infoday.hku.hk/  

香港公開大學 11 月 7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嶺南大學 未有公佈 

 

聯招以外專上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演藝學院 10 月 17 日 https://infoday2020.hkapa.edu/ 

香港樹仁大學 11 月 14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香港伍倫貢學院 11 月 14 日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參與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東華學院 11 月 14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最新安排請見於各院校網頁）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20 日 

11 月 21 日 

香港恒生大學 11 月 21 日 

珠海學院 11 月 21 日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11 月 27 日 

11 月 28 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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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有關政府宣布體育及宗教活動限制放寬事宜  

政府早前宣布，市民在體育處所進行隊際運動，人數上限按該隊際運動項目可多於四人。另外，
豁免群組聚集範圍予以擴大，容許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的宗教聚集。詳情可瀏覽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9/20200929/20200929_183329_349.html?type=category&name=covid19。 
政府表示，市民應保持防疫意識，須繼續注重個人和環境衞生，不容鬆懈，以免疫情再在社區爆發。
故此，若相關活動限制放寬仍然繼續生效，在子女參與上述活動前，家長應與子女溝通，衡量風險，
決定是否容許子女參與，並叮囑子女謹守防疫措施，注意個人衛生。  

https://www.polyu.edu.hk/infoday/
https://cuhk.easyvirtualfair.com/
https://www.eduhk.hk/acadprog/infoday/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hkbu.edu.hk/2020/
https://infoday.cityu.edu.hk/
https://www.infoday.hku.hk/
https://infoday2020.hkapa.edu/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9/20200929/20200929_183329_349.html?type=category&name=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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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訂購冬季校服、冬季體育服、校冷及校褸事宜  

由於疫情關係，請家長自行到校服承造商為同學訂購冬季校服、體育服、校冷及校褸。 

因校褸訂製需時，故請家長於 10 月 20 日前到校服承造商訂購，以便在換季時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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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79-80 
84-85 
89-90 
94-95 
99-100 

$180 
$186 
$192 
$198 
$204 

註：上圍由 40”起作特碼計 $228 
*羊毛格絨裙會有輕微縮水情況，敬請家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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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100 $90 
M-L $200 $105 $95 

 

高中女生校服 
長袖恤衫(連校徽) 均碼每件 $102 

格仔半截裙 均碼每件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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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255 $270 $285 $300 

 

男女生校冷 
 

尺碼 XS S M L XL 
V 領長袖 $155 $165 $175 $185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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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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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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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Profiles 

 
Charles Tam 譚縉謙（譚逸）  

 

Charles is a world-renowned pianist who has won many 

awards and prizes in various festivals and competi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Charles  was an MKP student from 2007-2013. 

It was the uniform teams, especially the Marching Band, that 

appealed him. Therefore, with the support of his parents he 

was chose to study at  MKP. Charles appreciated how MKP 

deliberately integrates faith with learning and the overall  

feeling and aura that it  generates. Since Charles is determined 

to pursue music performance as his career, he r ecalls MKP’s 

Christian orientation helps him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osers and their music since these composers lived in 

a time when the church exerted a significance influence on 

them. They would frequently either dedicate their works to  

the glory of God or to communicate the nature of God. The 

Christian fait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him. Charles  

shared his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 at MKP was playing 

his very first  solo piano recital.  Prin cipal  and teachers 

believed Charles’s performance would inspire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work hard and excel at  what they do 

whether it  be academics or other areas of expertise.  

Charles is thankful that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were all  

very kind and encouraging. They even allowed him the 

freedom and permission to pract ice at  the main hall’s 

grand piano whenever it  was available.  All  these factors 

came together to motivate him to take on music 

performance seriously. Charles is currently living and 

studying in  the UK. He is hard at work preparing for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oming up in  2022. 

MKP wishes him all the best. May God continue to 

guide him and direct  his path!  

 

 
Please click the following link to appreciate Charles' performance for us: 

http://gg.gg/charles-tam 

 

 

http://gg.gg/charles-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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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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感謝天父的恩典！馬可賓中學快將踏入 25 周年，我們實在經歷了天父許多的恩典和帶領，在過去
20 多年中，同學們在馬可賓得到了栽培和啟發，發揮了天父賜給他們的潛能，畢業後繼續實現自己的
夢想，實在要感謝天父！我們希望定期採訪校友們在馬可賓的經歷，並寫成文章與大家分享，最後於 25
周年時集合成書，出版感恩見證集，一起數算主恩！同時我們亦希望讓同學們一起參與，成為小記者採
訪校友及撰寫內容。 

 

今期率先接受採訪的是譚縉謙校友，他熱愛鋼琴演奏，就讀本校時參加鋼琴大師班，在李恩添博士
指導下得到啟發，畢業後繼續在鋼琴演奏上發展，並獲得獎學金於英國深造，現時經常於世界各地演奏
表演。請大家細閱本期附上的採訪文章及瀏覽譚校友的演奏短片，一起分享當中的喜悅。 

 

10 月下旬將舉行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及中六級的第一次畢業試，盼望同學好好安排溫習時間
表，為這個學年第一次具規模的考核作好準備。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反覆，社區已多天出現源頭不明確診個案，大家仍要謹守抗疫措施，不可鬆懈。 
 

明天(9/10)便是中二級家長晚會，我們十分期望與各位家長見面，除藉此機會與家長更多溝通了解
外，亦能盡早互相配合及協助學生茁壯成長。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六家長晚會安排（學生不須出席）  
本校中六級家長晚會於 10 月 23 日舉行，時間為 7:00pm – 9:15pm，學生不須出席，家長請於當
晚 7:00p.m.先到課室與班主任會面，了解班內情況，之後再到禮堂進行家長講座，由於疫情影響下，
為確保各位家長有一定的社交距離，禮堂可安排的座位將大幅減少，故請每家庭由一位家長代表出
席，敬請見諒，亦請家長預留時間。是次家長晚會目的如下： 
 

 大專院校收生要求及報讀策略  
 幫助子女處理壓力方法  
 學校及老師協助學生考好文憑試的支援措施 
 

故我們懇請家長務必出席。此外，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及同學詢問一些他們關心的問題，為了更
有效率地回覆大家，敬請將你們的詢問填寫在電子回條上，多謝你們的參與。 
 

2. 中六級第一次畢業試通告  

本學年中六級畢業試將分兩次舉行，今天將發出第一次畢業試的電子通告，請家長督促子女細閱
其內容， 並作好準備迎接考試。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  
  

第七期 
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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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 基督徒大會  

各位同學， 10 月 9 日又是一年一度的學校盛事—基督徒大會，本年的主題是「Light In 
The Darkness」，盼望凝聚所有有心關懷別人的同學，能一起靠着那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在這紛亂黑暗的時刻中，學習照亮身邊的人！由於疫情，今年將會以直播形式進行，誠意
邀請大家參與，以禱告的心一起學習倚靠神！詳情如下： 
 
日期：9/10/20 
時間：3:00-3:30 
主題：Light In The Darkness 
主題經文：「你們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無法隱藏的；人點了燈，不會放在量器底

下，而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家人。」 
馬太福音 5:14-15 

對象：全校學生 
地點：zoom 網上直播(禮堂） 
注意事項：同學請於活動前 5 分鐘進入網上禮堂，請同學於大會期間全程開啟鏡頭，彼此

激勵一起學習倚靠神！ 
 
大會的 PMI 及密碼如下： 
 
（1）第一部份（敬拜，信息，及報告） 

會議 ID：814 2569 8353 
密碼：snCD23 

 
（2）第二部份（分級禱告會） 

中一： 
Meeting ID: 834 2204 0680  
Passcode: fhl 
 
中二： 
會議 ID：892 1960 5262 
密碼：752558 
 
中三： 
ID: 714 929 6068 
Password: tmgc 
 
中四： 
Meeting ID: 812 9589 3602  
Passcode: fhl 
 
中五： 
會議 ID：892 1960 5262 
密碼：752558 
 
中六: 
會議 ID：857 7868 9986 
密碼：159939 

 
4. 冬季資優課程（中文大學舉辦）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舉辦冬季資優課程，課程包括藝術、STEM、中醫、語文及人文學科等，家長
及同學可瀏覽 http://www.fed.cuhk.edu.hk/pgt/了解有關課程內容、收費、日期及時間等資料，同學
亦可到學務組壁佈板了解詳情。如有查詢，可聯絡廖美璍老師，截止日期為 10 月 13 日。 

 

http://www.fed.cuhk.edu.hk/p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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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專院校網上課程資訊日  

為使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入學要求有更多的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網上課程資訊日，鼓勵同
學踴躍報名參加，及早規劃升學出路。 

 

聯招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理工大學 10 月 10 日  https://www.polyu.edu.hk/infoday/  

香港中文大學 10 月 10 日 https://cuhk.easyvirtualfair.com/  

香港教育大學 10 月 17 日 https://www.eduhk.hk/acadprog/infoday/  

香港科技大學 10 月 17 日 https://infoday.ust.hk/  

香港浸會大學 10 月 24 日 https://infoday.hkbu.edu.hk/2020/  

香港城市大學 10 月 24 日 https://infoday.cityu.edu.hk/  

香港大學 10 月 31 日 https://www.infoday.hku.hk/  

香港公開大學 11 月 7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嶺南大學 未有公佈 

 

聯招以外專上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演藝學院 10 月 17 日 https://infoday2020.hkapa.edu/ 

香港樹仁大學 11 月 14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香港伍倫貢學院 11 月 14 日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參與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東華學院 11 月 14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20 日 

11 月 21 日 

香港恒生大學 11 月 21 日 

珠海學院 11 月 21 日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11 月 27 日 

11 月 28 日 

（最新安排請見於各院校網頁） 

6.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海報設計比賽  

肺積塵互助會獲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資助，並得到發展局、勞工及福利局、建造業議會、
香港建造商會、職業安全健康局支持，舉辦一個名為「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海報設計比賽」
活動，比賽詳情如下： 

 

對象：公開組 16 歲或以上之香港居民 

獎項：冠軍（港幣$8,000 及冠軍獎杯 (1 名)） 季軍（港幣$3,000 及季軍獎杯 (1 名)） 

亞軍（港幣$5,000 及亞軍獎杯 (1 名)） 優異獎（港幣$1,000 (10 名)） 

截止日期：2021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比賽，可瀏覽網址報名：www.pmaa.org.hk。 
 

7.  有關政府宣布體育及宗教活動限制放寬事宜  

政府早前宣布，市民在體育處所進行隊際運動，人數上限按該隊際運動項目可多於四人。另外，
豁免群組聚集範圍予以擴大，容許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的宗教聚集。詳情可瀏覽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9/20200929/20200929_183329_349.html?type=category&name=covid19。 
政府表示，市民應保持防疫意識，須繼續注重個人和環境衞生，不容鬆懈，以免疫情再在社區爆發。
故此，若相關活動限制放寬仍然繼續生效，在若子女參與上述活動前，家長應與子女溝通，衡量風
險，決定是否容許子女參與，並叮囑子女謹守防疫措施，注意個人衛生。 
 

https://www.polyu.edu.hk/infoday/
https://cuhk.easyvirtualfair.com/
https://www.eduhk.hk/acadprog/infoday/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hkbu.edu.hk/2020/
https://infoday.cityu.edu.hk/
https://www.infoday.hku.hk/
https://infoday2020.hkapa.edu/
http://www.pmaa.org.hk/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9/20200929/20200929_183329_349.html?type=category&name=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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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訂購冬季校服、冬季體育服、校冷及校褸事宜  

由於疫情關係，請家長自行到校服承造商為同學訂購冬季校服、體育服、校冷及校褸。 

因校褸訂製需時，故請家長於 10 月 20 日前到校服承造商訂購，以便在換季時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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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79-80 
84-85 
89-90 
94-95 
99-100 

$180 
$186 
$192 
$198 
$204 

註：上圍由 40”起作特碼計 $228 
*羊毛格絨裙會有輕微縮水情況，敬請家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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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100 $90 
M-L $200 $105 $95 

 

高中女生校服 
長袖恤衫(連校徽) 均碼每件 $102 

格仔半截裙 均碼每件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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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255 $270 $285 $300 

 

男女生校冷 
 

尺碼 XS S M L XL 
V 領長袖 $155 $165 $175 $185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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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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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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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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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Profiles 

 
Charles Tam 譚縉謙（譚逸）  

 

Charles is a world-renowned pianist who has won many 

awards and prizes in various festivals and competi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Charles  was an MKP student from 2007-2013. 

It was the uniform teams, especially the Marching Band, that 

appealed him. Therefore, with the support of his parents he 

was chose to study at  MKP. Charles appreciated how MKP 

deliberately integrates faith with learning and the overall  

feeling and aura that it  generates. Since Charles is determined 

to pursue music performance as his career, he r ecalls MKP’s 

Christian orientation helps him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osers and their music since these composers lived in 

a time when the church exerted a significance influence on 

them. They would frequently either dedicate their works to  

the glory of God or to communicate the nature of God. The 

Christian fait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him. Charles  

shared his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 at MKP was playing 

his very first  solo piano recital.  Prin cipal  and teachers 

believed Charles’s performance would inspire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work hard and excel at  what they do 

whether it  be academics or other areas of expertise.  

Charles is thankful that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were all  

very kind and encouraging. They even allowed him the 

freedom and permission to pract ice at  the main hall’s 

grand piano whenever it  was available.  All  these factors 

came together to motivate him to take on music 

performance seriously. Charles is currently living and 

studying in  the UK. He is hard at work preparing for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oming up in  2022. 

MKP wishes him all the best. May God continue to 

guide him and direct  his path!  

 

 
Please click the following link to appreciate Charles' performance for us: 

http://gg.gg/charles-tam 

 

http://gg.gg/charles-t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