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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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又到復活節了。我們每年都記念主耶穌為了我們而受難與復活，福音書上詳細記載關於祂
榮耀進耶路撒冷、潔淨聖殿、教訓門徒及百姓、最後晚餐、在客西馬尼園禱告，被賣、捉拿、受審，
以至被釘死在十字架，埋葬，但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復活節不單提醒我們紀念主，也提醒我們省察內
心的罪及求主寬恕。在這節日裡，盼望各位家長得到主耶穌復活的盼望和平安，也可趁假期多與家人
相聚，彼此關心，共聚天倫。 

 
此外，敬請各位家長督促子女假期在家用功學習，按時完成家課，勤做家務，照顧家中長幼，謙

卑服侍各人，學習主耶穌謙卑服侍的好傍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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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願大家平安健康，在疫情困難中仍有喜樂！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

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彼得前書 1:3 ）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派發上學期成績表  

中一、二、四及五級的成績表於今天派發給學生。 
中三級上學期成績的電子版於 eClass 發放，列印版本成績表將於 12/4 學生回校時派發。 

 

2.  有關初中女生冬季校裙更換布料事宜  

現時初中女生冬季校裙布料成份(60% Wool、40% Polyester)，所用的羊毛較為粗糙及會脫色，所以
需要手洗，加上全球暖化的影響，寒冷天氣日數大減，故學校與時並進將更換布料成份(10% Wool、
25%Viscose、65% Polyester)，即與現時高中女生半腰裙物料相同。 

 

更換物料的冬季校裙將於來年度推行，本年度的初中女生不會受到影響，學生仍可穿著舊布料的
冬季校裙。如有查詢，可致電 2407 7440 與家長事務組主任鄧俊維老師或校務處袁先生聯絡。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八期 
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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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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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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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以下連結 http://gg.gg/mkpwebtalk210417 或於本校網
頁報名。 

 

4.  香港中樂團傳承‧經典音樂會  

音樂會的節目編排彰顯了中樂藝術的薪火相傳，從作曲、指揮到演奏，橫跨老中青少四代。指揮由
勇奪第二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亞軍、「香港優秀青年指揮獎」及「最受觀眾喜愛指揮獎」三個
獎項的年青指揮家胡栢端執棒，指揮香港中樂團聯同香港青少年中樂團演繹三首世紀中樂名曲-
《東海漁歌》、《西北第一組曲》及《拉薩行》，加上由新生代作曲家黃正彥為香港青少年中樂團
全新創作的《青春之歌》，帶有青春活力的現代都會音樂，四首樂曲便有如四幅色彩對比鮮明的圖
畫，自能很易便引發欣賞者不同的共鳴。 

 
日期﹕10/4/2021 (六) 
時間﹕8:00pm  

地點﹕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如有興趣參加此音樂會請於 3 月 27 日(六)或之前填妥隨函之回條。 
免費門票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如有查詢，可致電本校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5.  網上講座 (香港理工大學舉辦 )  

香港理工大學將會於三月及四月舉辦一連串網上講座，題目包括人工智能投資、新冠肺炎下應用
快速室內空氣質素及耗電量監察系統、近視控制、語言學、探討研發嫦娥五號採樣執行裝置、探
索全球旅行文化、機械人研發等，適合中三至中五學生參加。若同學有興趣出席，可瀏覽以下網
址 https://www.polyu.edu.hk/PolyUandU，如同學有任何查詢，可聯絡廖美璍老師。 

 

  

http://gg.gg/mkpwebtalk210417
https://www.polyu.edu.hk/PolyUa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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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F（資歷架構）帶你進入美髮業—髮型造型設計體驗工作坊（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為了讓同學更了解美髮業的行業現況及體驗美髮造型師的工作，美容及美髮行業培訓咨詢委員會
將舉辦髮型造型體驗工作坊。是次活動除會介紹基礎形象概念及晚妝髮型技巧外，還有現場造型
示範及講解，同學更可在導師協助下完成一款自創造型。活動詳情如下： 
對象：中四及中五學生 
 活動 1 活動 2 活動 3 
日期： 2021年 4月 17日 (星期六) 2021 年 4 月 17 日 (星期六) 2021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下午 2 時至下午 6 時 下午 2 時至下午 6 時 
地點： HKDI 

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路 3號 
HKDI 

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路 3 號 
AAMA ACADEMY 

上環皇后大道中 302 號 
北海商業中心 2 樓 

 

名額：30 人 (此活動由 QF 主辦, 學校代為報名, 取錄與否由 QF 決定, 入選同學將另行通知。) 
費用：全免 
備註：1. 成功報名的同學須自行前往活動地點 

2. 完成活動的同學將獲發出席證書 
 

若有意參加是次活動的同學，請於 2021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前 簽妥 eClass 電子回條報名。
名額有限，鼓勵同學踴躍參與。如有查詢，可與范家靜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 

 

7.  QF（資歷架構）帶你進入樹藝及園藝業—樹藝師及園藝師體驗工作坊  

在香港密集的城市環境，樹藝及園藝業有助綠化市區及提高居住環境的質素。樹藝及園藝業行業
培訓咨詢委員會將委托樹木拓展基金舉行體驗工作坊，透過實習式體驗讓同學了解樹藝及園藝業
的工作及行業的進階路徑。活動詳情如下： 
 

對象：中四及中五學生 
日期：2021 年 4 月 24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活動內容：1. 簡介園藝設計、植物種植及護理工作 3. 資深樹藝師及園藝師工作示範及分享 

2. 辨認植物及園藝設計簡介 4. 親身參與園藝工作，體驗樹木攀爬 
名額：100 人  (此活動由 QF 主辦, 學校代爲報名, 取錄與否由 QF 決定, 入選同學將另行通知。) 
費用：全免 
備註：1. 主辦單位當日將安排專車接送同學由元朗西鐵站往返活動場地 

2. 主辦單位將會安排活動場地提供之午餐 
3. 完成活動的同學將獲發出席證書 

若有意參加是次活動的同學，請於 2021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前簽妥 eClass 電子回條報名。
名額有限，鼓勵同學踴躍參與。如有查詢，可與范家靜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 

 
8.  中大課程體驗日  

為了讓同學更深入了解大學的本科課程，及早規劃升學路向，香港中文大學將舉辦中大課程體驗
日。同學可於是次活動中參加由中大各學系舉辦的網上活動，包括小型講座、體驗課堂、課程諮
詢、學生大使互動分享等。詳情及報名如下：  
 
日期：2021 年 4 月 10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地點：網上平台  
詳情及報名：http://www.cuhk.edu.hk/adm/jupas/taster-fair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有興趣參加的家長及同學可自行報名。如有查詢，可與本校升學及職業輔
導組范家靜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taster-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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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午網上實時英語活動（English Tea Activities） (第三期 )（同學可自由選擇參加活動）  

為提供更多機會讓同學運用英語及提升他們對英語的興趣，本校英文科將舉辦第三期網上實時英
語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17/3、24/3 及 14/4 
時  間：3:00 p.m.至 3:30 p.m. 
內  容：英文科老師在每次活動舉行前將在 Google Classroom 發佈有關該次活動內容的訊息。 
地    點：ZOOM 網上教室  
對  象：全校學生 
注意事項： 同學需要於活動前 5 分鐘進入網上課室。網上課室的 PMI 及密碼如下： 
 PMI: 288 997 1809 
 密碼：EnglishTea 
 當同學進入課室時，需要於名字一欄中填寫［班別（學號）英文全名，英文名］，以供

確認身份。此外，同學需在活動期間全程開啟鏡頭，否則將不能參與活動。 
 若學校恢復全日上課，英文科將恢復在午飯時間(平均每循環週三次)舉辦英語活動，

供同學參加。 
如有查詢，可透過內聯網或致電本校與龔俊驥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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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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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