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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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感謝天父的恩典！本年度新一屆的家校會家長委員已於上星期五（7/10）順利誕生(詳見家訊家書
內容)，家長們對馬可賓的愛護和支持，是我們不斷向前的重要動力。在此特別感謝上屆家長委員對學
校的無私奉獻，同時祝願新一屆家校會繼續發揮馬可賓家校緊密合作的精神，同心為學生營造更好的學
習環境，讓他們茁壯成長。 

 

明晚（14/10）是本校新一屆家校委員會的就職禮，我們十分榮幸邀請到本校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
恩友堂主任牧師溫寶儀牧師主禮，願天父賜福給新一屆家校會。明晚亦是中一家長晚會，盼望屆時能與
大家見面，彼此交流分享。 

 

11 月 1 日開始，教育局將學校全校或個別級別全日面授課的接種疫苗要求，提升至全校或個別級
別 9 成學生達 3 針（或同等要求）。按現時統計，本校約有 85%學生滿足教育局的要求，而中六、中五
及中三級已達 11 月 1 日繼續全日面授課的要求。我們十分期望 11 月 1 日能全校全日面授課，若屆時
仍有級別未能全日授課，相關級別上午完成 1-6 節的面授課後，便 要回家午膳（午膳時間會稍為延長），
並以網課形式進行下午的第 7 及 8 節。為讓學校盡早規劃 11 月份的上課及各項活動的安排（如午間活
動、課後活動、校外活動及旅行等），若子女已達接種第 3 針的條件，懇請家長盡快安排子女接種疫苗，
並盡快將疫苗接種紀錄交回學校，謝謝大家！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詩 86:11）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校委員選舉及互選結果  

承蒙一班熱愛本校並願意付出寶貴私人時間來協助家校會運作的家長參與，本年度（第二十屆）的
十二位家長委員已於 10 月 7 日的選舉中順利誕生，並已於 10 月 12 日舉行家校委員會互選，職位
分配如下：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司庫 靈育 康樂 總務 聯絡 執委 

屈佩珊 
女士 

李文清 
女士 

蔡淑儀 
女士 

馬怡雪 
女士 

陳愛敬 
女士 

黃欣琪 
女士 

黃秋芬 
女士 

劉珮琪 
女士 

劉洋女士 
郭雅詩女士 
卞欣女士 

李秋香女士 
 
感謝一班熱愛本校並願意付出寶貴私人時間來協助家校會運作的家長及感謝他們的積極支持和參與。 

 

2. 中一、二級國際文化交流事宜  

詳情請參閱今天派發的電子通告。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第七期 
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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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一級家長晚會安排（學生毋須出席）  

中一級家長晚會於明晚（10 月 14 日）舉行，請家長於 6:30pm 先到貴子弟所屬班房與班主任會面。
此外，所有家長進入校園時須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4.  中六級家長晚會安排（學生必須出席）  

中六級家長晚會於下周五（10 月 21 日）舉行，請家長於 7:00pm 先到貴子弟所屬班房與班主任會
面，了解班內情況，之後再到禮堂進行家長講座。此外，所有家長進入校園時須使用「安心出行」
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5. 香港演藝學院學士及大專課程報名及校長推薦計劃（中六級適用）  

香港演藝學院現已接受 2023/24 年度入學申請，有意報讀的同學可先自行瀏覽以下網頁。此外，香
港演藝學院亦有「校長推薦計劃」供應屆文憑試中六同學申請，而本校在每個範疇（戲曲、舞蹈、
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舞台及製作藝術）中，最多可推薦一位同學。 
 
課程資訊：https://www.hkapa.edu/tch/studying-apa/prospective-students/admission 
校長推薦計劃：https://www.hkapa.edu/page/detail/51467 
 
請有意報讀課程或參加「校長推薦計劃」的同學，請於 2022 年 10 月 17 日或之前聯絡升學及職業
輔導組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 
 

6. 《明日戰記》免費電影戲票  

本校早前經由慈善機構幸福傳聲基金會《明日戰記》配票計劃，免費獲取約 80 張《明日戰記》戲
票，以電影推動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教育，場次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5 時 20 分至 7 時 30 分 
地點：元朗區 MY CINEMA YOHO MALL 
 

為了讓更多學生及家庭受惠，每家庭可申請最多 4 張門票。如有意索取免費電影戲票，請於 10 月
16 日（星期日）前回覆並填寫門票數量，如申請數量多於免費門票數量，將以抽籤形式分配，而
成功獲發電影戲票的學生將於 10 月 21 日（星期五）前收到通知。 
如有問題，可聯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陳豪軒老師。 
 

7. 有關自攜飯盒需貼上學生姓名事宜  

如學生自攜飯盒並需請家長義工幫忙協助翻熱飯盒，必須於飯盒及盒蓋上分別貼上學生姓名（建
議使用防水貼紙），以茲識別，避免造成混亂。 
 

8. 非常學堂  家長講座  

本校伙伴教會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將舉辦家長講座，盼藉此讓家長了解青少年的
成長需要，並支援和關懷家長。歡迎各年級的家長出席參與。 
 

本月主題：情緒不失控 
日期：16/10/2022 
時間：下午 2–4 時 
地點：馬可賓紀念中學禮堂 
講員：劉敏怡 資深註冊社工 
 

歡迎所有家長參與。 
如欲參與，可致電恩友堂 2468 4007 聯絡林麗儀傳道報名。 
 

9. 「美好時光」數碼藝術比賽  

比賽旨在鼓勵學生以「美好時光」為主題創作數碼藝術作品。比賽分為「靜止影像組」和「活動影
像組」，各組設金獎、銀獎及嘉許狀。如有興趣參加者，詳情可向周錦慧老師查詢。 

https://www.hkapa.edu/tch/studying-apa/prospective-students/admission
https://www.hkapa.edu/page/detail/5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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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彩繪多姿海洋守護共同家園—粵港澳海洋生物繪畫比賽 2022 

每組組別設有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十名、冠軍將與廣東和澳門區的冠軍爭奪粵港
澳總冠軍的名銜。獎品包括獎座、獎狀、禮券及其他禮品。冠、亞及季軍將獲邀與一名親
友出席 2023 年 2 月 19 日於廣東珠海舉行的頒獎典禮。截止接收作品日期：2022 年 11 月
20 日（日），作品和參賽資料必須以電子方式遞交。詳細報名程序及比賽規則請瀏覽比賽
網頁（www.mldc.afcd.gov.hk）。 
 

11. 中學減緩氣候變化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培養中學生保護環境的責任感和承擔精神，鼓勵他們運用創意，帶出減緩氣候變化是每人應有的
責任。比賽分初中組（中一至中三）及高中組（中四至中六）。每位參賽者以個人形式參賽，並只
可透過就讀學校遞交一份設計作品。比賽截止日期為 202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如有興趣參
加者，詳情可向周錦慧老師查詢。 

 

12. 「在家‧好精神」主題式「守門人」家長網上工作坊（二） 

教育局將於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為全港中、小學的學生家長舉辦「在家‧好精神」主題式「守門人」
家長網上工作坊。工作坊分四場進行，每場兩小時，家長可按自己的需要報讀合適的場次。 
 
日期：202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 報名：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講者：香港中文大學醫學中心輔導心理學家陳雅文女士 
內容：1) 加強子女適應能力  

2) 協助子女處理學習壓力  https://forms.gle/DXsy8oSKeea95LKfA 
3) 提升子女抗逆思維能力  
4) 認識和照顧有精神健康需要子女的技巧 

形式：以 Zoom 進行  
費用：免費 
截止報名日期：2022 年 10 月 20 日 
查詢電話：3698 3995（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13. 文憑試網上資訊講座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於 10 月舉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網上資訊講座，讓考生及家長對文憑
試有更深的認識，以便為應試作好準備。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202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1:00 - 下午 1:00 
內容： 評核安排 

‧質素保證框架 
‧閱卷與評級 
‧文憑試的國際認可 
‧2023 年文憑試與校本評核精簡安排 
‧2024 年文憑試：高中四個核心科目優
化措施的評核安排 

‧2025 年起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的
新考試安排 

考務安排 
‧考試時間表 
‧試場分配及特別考試安排 
‧特殊事故的處理方法 

 
 
 

 

講者： 魏向東教授（秘書長）、麥勁生教授（公開考試總監）、 
蔡筱坤女士（評核發展主管）、趙詩韻女士（學校考試及評核主管） 

 

活動以廣東話進行，並設問答環節。家長或同學可登入考評局網站
（https://www.hkeaa.edu.hk/tc/events/2022_HKDSE_Online_Information_Seminar.html）報名參加是次
網上講座。查詢詳情，請與考評局公共事務及傳訊組聯絡，電話：3628 8807 或聯絡廖美璍老師。 

 

http://www.mldc.afcd.gov.hk/
https://forms.gle/DXsy8oSKeea95LKfA
https://www.hkeaa.edu.hk/tc/events/2022_HKDSE_Online_Information_Semin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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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職業訓練局「新世代  新技能」博覽  

為了讓學生對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及技能發展有更深了解，並展示職專教育學生和畢業生
的學習成果，職業訓練局將於 12 月舉辦「新世代 新技能」博覽，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2 月 9 至 11 日（星期五至星期日）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5BC 
同學可瀏覽活動網址 (https://www.vtcfutureskills.hk) 自行報名及參與。 
 

15. 台灣大學教育展  

為了讓學生對台灣升學有更深了解，現正邀請有意台灣升學的同學，參與由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
會總會舉辦的台灣升學教育展，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屯門良景邨新會商會中學 
 
同學可自行到下列連結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TYtEj4hwj3anrq4RuTcLuIjZ0lZcSb4NP_ew76f7OAUCst

w/viewform 

 

16. 大專院校課程資訊日  

各大專院校將於 10 月至 12 月期間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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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 網址 
香港中文大學 10 月 15 日 校園 https://www.cuhk.edu.hk/infoday/ 

香港浸會大學 10 月 22 日 校園 / 網上 https://infoday.hkbu.edu.hk/ 

香港城市大學 10 月 22 日 校園 / 網上 https://www.cityu.edu.hk/admo/infoday/ 

香港教育大學 10 月 29 日 網上 https://www.apply.eduhk.hk/ug/iday 

香港大學 10 月 29 日 校園 https://www.infoday.hku.hk/ 

香港科技大學 11 月 5 日 校園 https://join.hkust.edu.hk/infoday 

香港都會大學 11 月 5 日 校園 https://admissions.hkmu.edu.hk/tc/ug/infoday2022/ 

東華學院 11 月 12 日 校園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reg/news/477 

嶺南大學 11 月 12 日 尚未公佈 
伍倫貢學院 11 月 12 日 尚未公佈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18 日
至 19 日 尚未公佈 

珠海學院 11 月 19 日 尚未公佈 
恒生大學 11 月 19 日 尚未公佈 
樹仁大學 11 月 26 日 尚未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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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vtcfutureskills.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TYtEj4hwj3anrq4RuTcLuIjZ0lZcSb4NP_ew76f7OAUCst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TYtEj4hwj3anrq4RuTcLuIjZ0lZcSb4NP_ew76f7OAUCstw/viewform
https://www.cuhk.edu.hk/infoday/
https://infoday.hkbu.edu.hk/
https://www.cityu.edu.hk/admo/infoday/
https://www.apply.eduhk.hk/ug/iday
https://www.infoday.hku.hk/
https://join.hkust.edu.hk/infoday
https://admissions.hkmu.edu.hk/tc/ug/infoday2022/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reg/news/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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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香港大學理學院工作坊  

為了讓學生參與及體驗更多科學相關活動，香港大學理學院將舉辦一系列的工作坊和科學探究活
動，內容涵蓋科學各不同領域。活動內容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香港大學校園（進入校園時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 
 
有意參加的同學，可瀏覽下列活動網址自行報名： 
https://www.scifac.hku.hk/public-engagement/sci-education/outreach-high-schools/jsi/workshops2022#81 

 

而成功完成面授形式工作坊的同學會獲發證書，並且可計算在「其他學習經歷」時數內。當同學
參與活動並取得證書後，請聯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陳豪軒老師。 

 

18.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及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30/9、
3/10/2022 

1C 龔靖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 100 米蛙泳 
女子丙組 50 米蛙泳 

亞軍 
殿軍 

3B 李灝軒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第五名 
第八名 

3D 曾天朗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 
男子乙組 100 米背泳 

季軍 
第六名 

4C 戚峻軒  男子乙組 100 米背泳 
男子乙組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季軍 

3B 李灝軒 
4C 戚峻軒 

3D 曾天朗 
4D 王承乾 男子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5A 張健峰  男子甲組 100 米蛙泳 
男子甲組 00 米蛙泳 

亞軍 
亞軍 

6A 陳文熙  男子甲組 200 米自由泳 第 8 名 

6B 梁展滔  男子甲組 100 米背泳 
50 米蛙泳 

亞軍 
季軍 

5A 張健峰 
6B 梁展滔 

6A 陳文熙 
6D 梁旭豐 男子甲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總成績 

團體殿軍 
團體亞軍 
團體殿軍 

3/10 

4A 梁詠翹 5C 梁僐蘛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 
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 亞軍 5C 羅梓欣 4B 黎喬惠 
6B 黃玉婷 6D 周祉言 
6D 林叡說  
5B 曾韋庭 5B 馬國峻 

男子甲組 第五名 5C 盧俊熙 5D 區洛銘 
6B 劉曦正  

1/10 2D 楊錦傳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 
屯門區賀國慶三人籃球公開 

男子初少組 冠軍 

1/10 3C 黃虹萍
6A 黎美妤 

4C 黃學盈 女子青年組 季軍 
 

https://www.scifac.hku.hk/public-engagement/sci-education/outreach-high-schools/jsi/workshops202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