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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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好！下周初又再度轉冷，大家要保重身體，小心著涼，多喝暖水能有助保暖。 
 
下星期一是全校戶外學習日（旅行），將教室的學習延伸至教室外，讓同學學習書本上學不到的

東西。各級同學將到不同營地進行體驗活動，從中學習團隊精神，建立歸屬感，增進師生及同學間
的友誼，同時也讓同學舒展身心，留下快樂的珍貴回憶。 

 
明天(19/11)是中五級家長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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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一起合作裝備學生迎戰文憑。 
 
明天是福音周的最後一天，老師和教會同工們預備了福音周周會，透過學生和老師的見證，與及

傳道人的訊息分享，盼望與同學一起經歷主愛的豐盛，並一起數算天父在我們生命中所賜的恩典。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派發上學期統測成績單（中一級適用）  

明天（19/11）會派發中一級的上學期統測成績單，請家長簽署後於下星期一由學生交回班主任檢
查，成績單上設有反思欄，請家長指導子女填寫。 
 

2. 中五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五級家長晚會於明天（11 月 19 日）7:00pm – 9:15pm 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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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班內情況，之後再到禮堂
進行家長講座，懇請家長務必出席。 
 

3. 自強室消息  

22/11（下星期一）為全校戶外學習日（旅行），故自強室將暫停開放一天。另外，23/11 為學校假
期，自強室開放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4. 屯門藝術節 2021-2022—屯門藝墟一及屯門深度遊—本地旅遊篇、地區經濟篇  

基督教協基會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將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下午與屯門區議會設施管理委員會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轄下地區藝術督導小組合辦「屯門藝術節 2021-2022—屯門藝墟一」，旨在提昇
及發揮屯門區社區人士在表演藝術方面之才華，並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另外，他們將於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與屯門區議會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轄下地區
經濟發展工作小組合辦「屯門深度遊—本地旅遊篇」及「屯門深度遊—地區經濟篇」，旨在透過導
賞員講解，讓參加者欣賞屯門美態，並加深對本區特色景點及經濟熱點的認識。詳情請瀏覽校務
處外壁報板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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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第十二期 
十一月十八日 



編號：21/22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二期 

5. 英語交流活動：馬可賓中學與香港都會大學金鑰匙國際榮譽協會 (中一至中四級適用 ) 

香港都會大學金鑰匙國際榮譽協會（Golden Key International Honour Society）的傑出學生會員將
於 25/11/2021 到本校探訪並進行英語交流活動，他們在大學各個領域均取得優秀的學術成就，屆
時將為同學介紹外籍學生在本港的學習生活概況，以及成為傑出學生的心得，時間為下午 2:45-3:45，
地點為地下 G01 室。 
 
報名參加的學生須自行安排午膳並準時在下午 2:40 前到達地下 G01 室；未能回校學生亦可選擇使
用 ZOOM 參加網上直播，詳情如下： 
 
日期：25/11/2021（星期四） 
時間：2:45p.m.-3:45p.m. 
會議 ID：788 032 0466 
會議密碼：mkp406 
  
同學請於活動前 5 分鐘進入 ZOOM 網上直播並顯示學生英文全名及學號。 

 

家長如同意  貴子弟參加是項活動，請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或之前填妥電子回條；如
有疑問，家長可來電本校 2407 7440 向龔俊驥老師查詢。 
 

6. 禪繞畫家長興趣班  

禪繞畫 Zentangle 是近年十分流行的療癒藝術，具有高品質又有文藝復興風格的特色。工具簡單，
技巧不高深，無需經驗，主要是讓作畫的人在繪畫簡單、有結構、麻麻密密而重複的圖案中慢慢放
鬆，繼而減壓，療癒心靈。本課程由本校家長事務組舉辦，希望參加者認識禪繞畫藝術，製作出獨
特的個人作品。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12 月 11 日(六) 
時間：11:00a.m.-12:00noon 
對象：本校家長 
導師：認可 Zentangle 導師莫嘉賢小姐 
地點：204 室（課室需有電腦、實物投影機） 
收費：全免（另收材料費$35） 
名額：12 人（先報先得） 
 
報名請於 12 月 1 日前填妥電子通告回條，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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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舉辦 2021「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比賽旨在提升學生對《憲法》、《基本
法》和國家安全的認識。  
 
比賽細則 
1. 比賽採用網上形式進行，每校參賽人數不限。 
2. 參賽學生須於 202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至 12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8:00 至下午 

6:00，須以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登入網站作賽。  
3. 每名學生只可參賽一次，須回答 15 道題目，限時 10 分鐘。以比賽參與率最高、準確度最高

及答題時間最短為勝出準則。 
4. 若學生重複參賽，大會將取消其參賽資格。 
5. 比賽不設上訴機制。  
6. 獎勵：每組設有個人獎，包括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若同學有興趣參加，可於 2021 年 11 月 24 日前聯絡黃靄玲老師。 

 

8. 生涯規劃教育講座—非本地升學講座（教育局主辦）  

為協助家長輔導學生及子女作出知情的升學選擇，教育局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將於 202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及 202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舉辦兩場非本地升學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時間 專題講座及分享* 主講嘉賓 地點 

第一場 
2021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一）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新西蘭升學 
（網上直播分享環節） 

新西蘭教育國際推廣
局高級教育主任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
服務中心西座4樓演講
廳 英國升學 

英國文化協會 
教育服務主管 
(東北亞地區) 

第二場 
2022 年 2 月 15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澳洲升學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教育經理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
服務中心西座 W301 室 

加拿大升學 加拿大總領事館 
商務專員 

美國升學 Education USA 
教育專員 

*講座及分享以廣東話輔以英語講授 
 

有興趣報名的家長，可填妥回條。因名額有限，成功報名的家長將以電郵回覆。 

 

9. 新春書法比賽 2022（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主辦）  

為宣揚中國書法的文化，藉此讓青少年承傳書法的藝術，該會特意籌辦這次活動。比賽詳情如下: 
日期：202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6:00（參賽者按主辦機構分配時間作賽） 
地點：大角咀欅樹街 110 號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5 或 8 樓 
如有興趣，請於 2021 年 11 月 25 日前向趙燕珊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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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ffee or Tea? —  咖啡師及茶藝師職業文化大不同」（中三至中五級適用）  

新界校長會將舉辦咖啡師及茶藝師的體驗工作坊，讓對茶藝和沖泡咖啡有興趣的同學，透過體驗
活動學習相關知識、技巧，更邀請了現職的茶藝師及咖啡師，分享他們的入行途徑、工作經驗及職
人文化等。活動詳情如下： 

 
 （一）茶藝體驗工作坊 （二）咖啡體驗工作坊 

日期： 2021 年 12 月 26 日（日） 2021 年 12 月 27 日（一） 

內容： 

1. 沏茶技巧和知識 
2. 了解茶葉種類的分別及其對身

體的好處 
3. 茶的分類、茶的製作過程、沖

泡的方式、飲茶的禮儀等 
4. 學習品嚐不同種類的茶．豐富

感官經驗，認識中國茶的文化
藝術 

1. 教授咖啡知識 
2. 咖啡器材的理解 
3. 咖啡品嚐 (手沖、意式) 
4. 咖啡沖煮體驗 (抽選) 
5. 咖啡師入行途徑及要點分享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地點：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 5 樓 501 室 

 
是次活動費用全免。請有意參加的同學於 12 月 15 日（三）前填寫網上報名表 
( https://bit.ly/3CfGdCZ )。而成功報名的同學將會收到個別通知，當日亦請自行出席活動。 

 
如有其他查詢，可與蔡嘉銘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https://bit.ly/3CfGd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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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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好！下周初又再度轉冷，大家要保重身體，小心著涼，多喝暖水能有助保暖。 
 
下星期一是全校戶外學習日（旅行），將教室的學習延伸至教室外，讓同學學習書本上學不到的

東西。各級同學將到不同營地進行體驗活動，從中學習團隊精神，建立歸屬感，增進師生及同學間
的友誼，同時也讓同學舒展身心，留下快樂的珍貴回憶。 

 
明天(19/11)是中五級家長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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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一起合作裝備學生迎戰文憑。 
 
明天是福音周的最後一天，老師和教會同工們預備了福音周周會，透過學生和老師的見證，與及

傳道人的訊息分享，盼望與同學一起經歷主愛的豐盛，並一起數算天父在我們生命中所賜的恩典。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自強室消息  

22/11（下星期一）為全校戶外學習日（旅行），故自強室將暫停開放一天。另外，23/11 為學校假
期，自強室開放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2. 中三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三級家長晚會於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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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家長於統測後了解子女的學習現況 
 讓家長及學生瞭解選科策略，以作好部署 
 初中學院畢業要求及學生統測表現 
 學校對中三同學的支援及對升中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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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第十二期 
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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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語交流活動：馬可賓中學與香港都會大學金鑰匙國際榮譽協會 (中一至中四級適用 ) 

香港都會大學金鑰匙國際榮譽協會（Golden Key International Honour Society）的傑出學生會員將
於 25/11/2021 到本校探訪並進行英語交流活動，他們在大學各個領域均取得優秀的學術成就，屆
時將為同學介紹外籍學生在本港的學習生活概況，以及成為傑出學生的心得，時間為下午 2:45-3:45，
地點為地下 G01 室。 
 
報名參加的學生須自行安排午膳並準時在下午 2:40 前到達地下 G01 室；未能回校學生亦可選擇使
用 ZOOM 參加網上直播，詳情如下： 
 
日期：25/11/2021（星期四） 
時間：2:45p.m.-3:45p.m. 
會議 ID：788 032 0466 
會議密碼：mkp406 
  
同學請於活動前 5 分鐘進入 ZOOM 網上直播並顯示學生英文全名及學號。 

 

家長如同意  貴子弟參加是項活動，請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或之前填妥電子回條；如
有疑問，家長可來電本校 2407 7440 向龔俊驥老師查詢。 
 

4. 禪繞畫家長興趣班  

禪繞畫 Zentangle 是近年十分流行的療癒藝術，具有高品質又有文藝復興風格的特色。工具簡單，
技巧不高深，無需經驗，主要是讓作畫的人在繪畫簡單、有結構、麻麻密密而重複的圖案中慢慢放
鬆，繼而減壓，療癒心靈。本課程由本校家長事務組舉辦，希望參加者認識禪繞畫藝術，製作出獨
特的個人作品。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12 月 11 日(六) 
時間：11:00a.m.-12:00noon 
對象：本校家長 
導師：認可 Zentangle 導師莫嘉賢小姐 
地點：204 室（課室需有電腦、實物投影機） 
收費：全免（另收材料費$35） 
名額：12 人（先報先得） 
 
報名請於 12 月 1 日前填妥電子通告回條，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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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舉辦 2021「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比賽旨在提升學生對《憲法》、《基本
法》和國家安全的認識。  
 

比賽細則 
1. 比賽採用網上形式進行，每校參賽人數不限。 
2. 參賽學生須於 202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至 12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8:00 至下午 

6:00，須以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登入網站作賽。  
3. 每名學生只可參賽一次，須回答 15 道題目，限時 10 分鐘。以比賽參與率最高、準確度最高

及答題時間最短為勝出準則。 
4. 若學生重複參賽，大會將取消其參賽資格。 
5. 比賽不設上訴機制。  
6. 獎勵：每組設有個人獎，包括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若同學有興趣參加，可於 2021 年 11 月 24 日前聯絡黃靄玲老師。 
 

6. 屯門藝術節 2021-2022—屯門藝墟一及屯門深度遊—本地旅遊篇、地區經濟篇  

基督教協基會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將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下午與屯門區議會設施管理委員會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轄下地區藝術督導小組合辦「屯門藝術節 2021-2022—屯門藝墟一」，旨在提昇
及發揮屯門區社區人士在表演藝術方面之才華，並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另外，他們將於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與屯門區議會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轄下地區
經濟發展工作小組合辦「屯門深度遊—本地旅遊篇」及「屯門深度遊—地區經濟篇」，旨在透過導
賞員講解，讓參加者欣賞屯門美態，並加深對本區特色景點及經濟熱點的認識。詳情請瀏覽校務
處外壁報板的宣傳海報。 

 

7. 生涯規劃教育講座—非本地升學講座（教育局主辦）  

為協助家長輔導學生及子女作出知情的升學選擇，教育局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將於 202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及 202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舉辦兩場非本地升學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時間 專題講座及分享* 主講嘉賓 地點 

第一場 
2021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一）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新西蘭升學 
（網上直播分享環節） 

新西蘭教育國際推廣
局高級教育主任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
服務中心西座4樓演講
廳 英國升學 

英國文化協會 
教育服務主管 
(東北亞地區) 

第二場 
2022 年 2 月 15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澳洲升學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教育經理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
服務中心西座 W301 室 

加拿大升學 加拿大總領事館 
商務專員 

美國升學 Education USA 
教育專員 

*講座及分享以廣東話輔以英語講授 
 

有興趣報名的家長，可填妥回條。因名額有限，成功報名的家長將以電郵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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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春書法比賽 2022（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主辦）  

為宣揚中國書法的文化，藉此讓青少年承傳書法的藝術，該會特意籌辦這次活動。比賽詳情如下: 
日期：202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6:00（參賽者按主辦機構分配時間作賽） 
地點：大角咀欅樹街 110 號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5 或 8 樓 
如有興趣，請於 2021 年 11 月 25 日前向趙燕珊老師查詢。 
 

9. 「Coffee or Tea? —  咖啡師及茶藝師職業文化大不同」（中三至中五級適用）  

新界校長會將舉辦咖啡師及茶藝師的體驗工作坊，讓對茶藝和沖泡咖啡有興趣的同學，透過體驗
活動學習相關知識、技巧，更邀請了現職的茶藝師及咖啡師，分享他們的入行途徑、工作經驗及職
人文化等。活動詳情如下： 

 
 （一）茶藝體驗工作坊 （二）咖啡體驗工作坊 

日期： 2021 年 12 月 26 日（日） 2021 年 12 月 27 日（一） 

內容： 

1. 沏茶技巧和知識 
2. 了解茶葉種類的分別及其對身

體的好處 
3. 茶的分類、茶的製作過程、沖

泡的方式、飲茶的禮儀等 
4. 學習品嚐不同種類的茶．豐富

感官經驗，認識中國茶的文化
藝術 

1. 教授咖啡知識 
2. 咖啡器材的理解 
3. 咖啡品嚐 (手沖、意式) 
4. 咖啡沖煮體驗 (抽選) 
5. 咖啡師入行途徑及要點分享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地點：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 5 樓 501 室 

 
是次活動費用全免。請有意參加的同學於 12 月 15 日（三）前填寫網上報名表 
( https://bit.ly/3CfGdCZ )。而成功報名的同學將會收到個別通知，當日亦請自行出席活動。 

 
如有其他查詢，可與蔡嘉銘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https://bit.ly/3CfGd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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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禪繞畫家長興趣班  

 

敬覆者： 

 

本人 

 

 有意參加禪繞畫家長興趣班，另收材料費$35（上興趣班時繳交） 

 未能出席是次活動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一年十一月______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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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英語交流活動：馬可賓中學與香港都會大學金鑰匙國際榮譽協會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上述事宜，敝子弟 

 

 未能出席活動 

 將出席實體活動，自行安排午膳並準時在下午 2:40 前到達地下 G01 室。 

 將出席 ZOOM 活動，並在下午 2:40 登入網上直播並顯示學生英文全名及學號。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一年十一月_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