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21/22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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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大家好！下周初氣溫將顯著下降，大家請保重身體，小心著涼。 
 
上期與大家分享過不要慶祝萬聖節及不應參與各式狂歡活動，今期讓我介紹一個我們馬可賓人每

年慶祝的節日－－－感恩節。 
 
感恩節（Thanksgiving Day）是美國和加拿大共有的節日，原意是感謝上天賜予好收成。美國的

感恩節是在每年 11 月的第四個禮拜四，並從這一天起將休假兩天。像中國的春節一樣，這天，成千
上萬的人們不管多忙，都要和自己的家人團聚。加拿大的感恩節是在每年 10 月第二個禮拜一。 

 
感恩節的由來要一直追溯到美國歷史的開始。1620 年，著名的「五月花號」船滿載了不堪忍受英

國國內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共 102 人到達美洲。1620 年和 1621 年之交的嚴冬，他們處在饑寒交迫之
中，活下來的人只剩下 50 位。在印第安人的幫助下，這批新移民逐漸習慣了在當地的生活方式。在
歡慶豐收的日子，歐陸新移民邀請印第安人一同感謝上天的保守和賜予。後來，每逢 11 月第四個禮
拜四，美國人民便慶祝這個傳統民俗節日－－感恩節。這個節日始於 1621 年，直至 1863 年，美國總
統林肯正式宣佈感恩節為國定假日。美國人過感恩節主要是家人團聚，他們由不同城市趕在感恩節前
回家團圓，然後大家一起享受一頓豐盛的節目晚餐，跟我們中國人過春節十分相似。 

 
我們創校至今都有不同形式的感恩節慶祝活動，為要提醒師生們「常存感恩的心」，要感謝天父

賜與我們：父母、師長、朋友……要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恩情！ 
 
西方社會在感恩節吃火雞慶祝，我們馬可賓人會吃火豬（即是燒肉）慶祝，價錢較為便宜且有香

港特色，同學們反應十分熱烈。雖然這今年因應疫情，將會取消吃火豬活動，但我們仍然會讓同學填
寫感恩卡，向身邊的人表達感謝，盼望同學把這份熱情帶回各人家中，分享天父的保守和賜予。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訂購課本事宜  

聯合書局已補送所有欠書（包括向海外出版社訂購課本），如同學經聯合書局訂購課本但發現仍有欠書，請
於 11 月 8 日（一）或之前聯絡校務處金小姐或直接聯絡書局。 
 

2. 校友獲獎學金  
本校舊生郭錦東校友（2017 年中六畢業）獲香港理工大學頒發獎學金，謹此恭賀校友。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第十期 
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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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訂購文憑試試題事宜（中四至中六級學生適用） 

同學如有需要訂購，請先填妥訂購試題表格，揀選需要訂購的項目，然後使用個人訂購付款表格上
的繳費碼（每張個人訂購付款表格的繳費碼均不同）透過轉數快付款，付款後請填妥個人訂購付款
表格下方的資料，然後將兩份表格一併釘好，在限期前交回班主任；詳盡的訂購方法已印在個人訂
購付款表格內。最後遞交表格的日期為 11 月 11 日，逾期的訂購將不獲受理。如有任何查詢，請
聯絡鄧俊維老師 
 

4. 中國文化及經濟課程（中文大學舉辦）  

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中國文化及經濟課程，由中大講師主講，詳情如下： 
 
日期：2021 年 12 月 18 日（六）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5:00 
地點：中大校園／Zoom（參加者可選其一） 
語言：英語 
收費：$780 
 
同學可瀏覽網頁 igef.cuhk.edu.hk 或到學務組壁佈了解更多詳情。如有查詢，可聯絡廖美璍老師。 

 

5. 香港大學資優課程（中三及中五級適用）  

香港大學將於 2022 年 1 月開始舉辦不同的資優課程及講座，供中三及中五同學參加課程及講座(部
份免費)包括英語寫作、工商管理、工程、法律、醫學、STEM 等，每間學校每級可提名十位同學成
為學員，學員可參加資優課程／講座，詳情可參閱學務組壁佈板或瀏覽網頁(https://talented.hku.hk)
了解去年課程內容及收費資料。 
 
如有查詢或有興趣報名，同學可聯絡廖美璍老師。截止報名日期為 11 月 24 日。 
 

6. 飲食業安全凝聚計劃 2021/22「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  

勞工處聯同職業安全健康局及飲食業團。在二零二一年九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期間
合辦上述飲食業安全凝聚計劃，向飲食業推廣工作安全和健康。其中一項重點宣傳活
動是舉辦「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希望透過這項比賽，加強業內人士和市民的職
安健認識，從而培育良好的安全文化，達致減少工傷意外的目的。如同學有意參與是
次比賽，請瀏覽網址（www.labour.gov.hk）或掃描二維碼。 
 

7. 南聯教育基金第十五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宗  旨：此計劃透過漫畫比賽，引導學生認識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範  圍：參賽者就以下品德教育主題任擇其一，以漫畫形式表達（參賽數量不限）。 

(1) 善用科技 以人為本     (2) 守法循規 明辨是非     (3) 尊師重道 友愛同學 
(4) 良好習慣 身心健康 (5) 認識中華 弘揚傳統 

獎  項：各組均設冠軍 1 名（書券$1000）、亞軍 1 名（書券$500）、季軍 1 名（書券$300）、優異
獎 20 名（書券$100）。另設最踴躍參與獎，頒予每組最多參賽作品的三所小學、中學及
幼稚園（書券$200）。 

截止日期：2022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或以前交給周錦慧老師。 
 
詳情可向周錦慧老師查詢。 

 

 

  

https://talented.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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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正面態度面對考試結果  

學生在這段日子已陸續收回考卷。當面對測考結果時，每位學生會 有不同的情緒反應。有些學生可
能滿懷信心，有些可能感到緊張，有些 可能覺得煩惱和擔心。無論考試結果如何，有關的經歷也為
學生提供寶 貴的成長機會。就此，早前教育局的教育心理學家特別製作兩款電子海報，以鼓勵學生
和家長運用正面的態度迎接考試結果： 
 
(1) 學生電子海報：無論結果如何，五個貼士幫你正面面對考試成績 學生電子海報旨在向學生介紹

保持正面心態面對考試結果的五個 「貼士」（例如：認清和接納情緒、肯定自己的努力、檢討過
程中 值得欣賞和需要改進的地方、為自己注入動力等）。 

 
(2) 家長電子海報：我可以怎樣陪伴子女正面面對考試結果？ 家長面對子女考試結果可能會有不同

的情緒和行為表現。這些反應 可能會直接影響子女的情緒。家長電子海報提供怎樣陪伴子女正
面 面對考試結果的「三好」錦囊，包括「好情緒」（留意情緒）、「好 說話」（說合適正向的說話），
及「好心態」（抱持成長心態），讓家長成為扶助子女成長的後盾。 

 

下列為這兩款電子海報，家長亦可在教育局網頁（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index.html） 
下載電子海報（主頁 > 普及性層面的推廣 > 家長教室 > 更多）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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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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大家好！下周初氣溫將顯著下降，大家請保重身體，小心著涼。 
 
上期與大家分享過不要慶祝萬聖節及不應參與各式狂歡活動，今期讓我介紹一個我們馬可賓人每

年慶祝的節日－－－感恩節。 
 
感恩節（Thanksgiving Day）是美國和加拿大共有的節日，原意是感謝上天賜予好收成。美國的

感恩節是在每年 11 月的第四個禮拜四，並從這一天起將休假兩天。像中國的春節一樣，這天，成千
上萬的人們不管多忙，都要和自己的家人團聚。加拿大的感恩節是在每年 10 月第二個禮拜一。 

 
感恩節的由來要一直追溯到美國歷史的開始。1620 年，著名的「五月花號」船滿載了不堪忍受英

國國內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共 102 人到達美洲。1620 年和 1621 年之交的嚴冬，他們處在饑寒交迫之
中，活下來的人只剩下 50 位。在印第安人的幫助下，這批新移民逐漸習慣了在當地的生活方式。在
歡慶豐收的日子，歐陸新移民邀請印第安人一同感謝上天的保守和賜予。後來，每逢 11 月第四個禮
拜四，美國人民便慶祝這個傳統民俗節日－－感恩節。這個節日始於 1621 年，直至 1863 年，美國總
統林肯正式宣佈感恩節為國定假日。美國人過感恩節主要是家人團聚，他們由不同城市趕在感恩節前
回家團圓，然後大家一起享受一頓豐盛的節目晚餐，跟我們中國人過春節十分相似。 

 
我們創校至今都有不同形式的感恩節慶祝活動，為要提醒師生們「常存感恩的心」，要感謝天父

賜與我們：父母、師長、朋友……要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恩情！ 
 
西方社會在感恩節吃火雞慶祝，我們馬可賓人會吃火豬（即是燒肉）慶祝，價錢較為便宜且有香

港特色，同學們反應十分熱烈。雖然這今年因應疫情，將會取消吃火豬活動，但我們仍然會讓同學填
寫感恩卡，向身邊的人表達感謝，盼望同學把這份熱情帶回各人家中，分享天父的保守和賜予。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五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五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19 日舉行，時間為 7:00pm – 9:15pm，學生必須出席，並於 7:00pm
直接進入禮堂就座，家長請於當晚 7:00p.m.先到課室與班主任會面，屆時將派發統測成績單，班主
任會與家長分享班內情況。了解班內情況，之後再到禮堂進行家長講座，敬請家長預留時間。是次
家長晚會目的如下：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中五階段將會面對的處境及需注意的地方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學校支援同學備戰文憑試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升學出路及大學收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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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第十期 
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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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訂購課本事宜  

聯合書局已補送所有欠書（包括向海外出版社訂購課本），如同學經聯合書局訂購課本但發現仍有欠書，請
於 11 月 8 日（一）或之前聯絡校務處金小姐或直接聯絡書局。 
 

3. 有關訂購文憑試試題事宜（中四至中六級學生適用） 

同學如有需要訂購，請先填妥訂購試題表格，揀選需要訂購的項目，然後使用個人訂購付款表格上
的繳費碼（每張個人訂購付款表格的繳費碼均不同）透過轉數快付款，付款後請填妥個人訂購付款
表格下方的資料，然後將兩份表格一併釘好，在限期前交回班主任；詳盡的訂購方法已印在個人訂
購付款表格內。最後遞交表格的日期為 11 月 11 日，逾期的訂購將不獲受理。如有任何查詢，請
聯絡鄧俊維老師 
 

4. 中國文化及經濟課程（中文大學舉辦）  

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中國文化及經濟課程，由中大講師主講，詳情如下： 
 
日期：2021 年 12 月 18 日（六）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5:00 
地點：中大校園／Zoom（參加者可選其一） 
語言：英語 
收費：$780 
 
同學可瀏覽網頁 igef.cuhk.edu.hk 或到學務組壁佈了解更多詳情。如有查詢，可聯絡廖美璍老師。 

 

5. 香港大學資優課程（中三及中五級適用）  

香港大學將於 2022 年 1 月開始舉辦不同的資優課程及講座，供中三及中五同學參加課程及講座(部
份免費)包括英語寫作、工商管理、工程、法律、醫學、STEM 等，每間學校每級可提名十位同學成
為學員，學員可參加資優課程／講座，詳情可參閱學務組壁佈板或瀏覽網頁(https://talented.hku.hk)
了解去年課程內容及收費資料。 
 
如有查詢或有興趣報名，同學可聯絡廖美璍老師。截止報名日期為 11 月 24 日。 
 

6. 飲食業安全凝聚計劃 2021/22「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  

勞工處聯同職業安全健康局及飲食業團。在二零二一年九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期間
合辦上述飲食業安全凝聚計劃，向飲食業推廣工作安全和健康。其中一項重點宣傳活
動是舉辦「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希望透過這項比賽，加強業內人士和市民的職
安健認識，從而培育良好的安全文化，達致減少工傷意外的目的。如同學有意參與是
次比賽，請瀏覽網址（www.labour.gov.hk）或掃描二維碼。 
 

7. 校友獲獎學金  
本校舊生郭錦東校友（2017 年中六畢業）獲香港理工大學頒發獎學金，謹此恭賀校友。 
 

8. 南聯教育基金第十五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宗  旨：此計劃透過漫畫比賽，引導學生認識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範  圍：參賽者就以下品德教育主題任擇其一，以漫畫形式表達（參賽數量不限）。 

(1) 善用科技 以人為本     (2) 守法循規 明辨是非     (3) 尊師重道 友愛同學 
(4) 良好習慣 身心健康 (5) 認識中華 弘揚傳統 

獎  項：各組均設冠軍 1 名（書券$1000）、亞軍 1 名（書券$500）、季軍 1 名（書券$300）、優異
獎 20 名（書券$100）。另設最踴躍參與獎，頒予每組最多參賽作品的三所小學、中學及
幼稚園（書券$200）。 

截止日期：2022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或以前交給周錦慧老師。 
詳情可向周錦慧老師查詢。  

https://talented.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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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正面態度面對考試結果  

學生在這段日子已陸續收回考卷。當面對測考結果時，每位學生會 有不同的情緒反應。有些學生可
能滿懷信心，有些可能感到緊張，有些 可能覺得煩惱和擔心。無論考試結果如何，有關的經歷也為
學生提供寶 貴的成長機會。就此，早前教育局的教育心理學家特別製作兩款電子海報，以鼓勵學生
和家長運用正面的態度迎接考試結果： 
 
(1) 學生電子海報：無論結果如何，五個貼士幫你正面面對考試成績 學生電子海報旨在向學生介紹

保持正面心態面對考試結果的五個 「貼士」（例如：認清和接納情緒、肯定自己的努力、檢討過
程中值得欣賞和需要改進的地方、為自己注入動力等）。 

 
(2) 家長電子海報：我可以怎樣陪伴子女正面面對考試結果？ 家長面對子女考試結果可能會有不同

的情緒和行為表現。這些反應 可能會直接影響子女的情緒。家長電子海報提供怎樣陪伴子女正
面 面對考試結果的「三好」錦囊，包括「好情緒」（留意情緒）、「好 說話」（說合適正向的說話），
及「好心態」（抱持成長心態），讓家長成為扶助子女成長的後盾。 

 

下列為這兩款電子海報，家長亦可在教育局網頁（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index.html） 
下載電子海報（主頁 > 普及性層面的推廣 > 家長教室 > 更多）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