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22/23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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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中四、中五及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大家好！ 
 

下星期一(2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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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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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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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著天父為我們所預備的救恩。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而是上帝所賜的。」 (以弗所書 2:8)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自強室消息  

2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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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為學校
假期，自強室開放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2. 派發上學期統測成績單（中一、中三及中五級適用）  

今天（17/11）會派發中一、中三及中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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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涯規劃桌遊工作坊（中一至中三級）  

為了提升初中同學對「生涯規劃」的認識，本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將舉辦桌遊工作坊，屆時將會
一同參與桌遊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 時 45 分至 5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課室 
內容簡介：桌遊及分組討論 
 
有意參加的同學，請於 202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前填妥以下報名表，取錄結果將稍後個別通
知。 
報名表：https://forms.gle/dApW6SKaaiUHSHSC9 （須先以 MKP Gmail 帳戶登入） 
 
如有問題，可聯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蔡嘉銘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十二期 
十一月十七日 

https://forms.gle/dApW6SKaaiUHSHS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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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二級家長晚會安排（學生不須出席）  

中二級家長晚會於明晚（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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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會與家長分享班內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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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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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家庭動力 Family Dynamic) 
日期：20/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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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8 4007 聯絡林麗儀傳道報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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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前往校園或於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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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18 日至
19 日 校園 https://infoday.cihe.edu.hk/ 

珠海學院 11 月 19 日 校園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2/  
恒生大學 11 月 19 日 校園 https://infoday.hsu.edu.hk/zh/  
樹仁大學 11 月 26 日 校園 https://shorturl.at/ryNPT 

耀中幼教學院 11 月 26 日 校園 https://shorturl.at/FQR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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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換季事宜  

11 月 14 日(星期一)至 11 月 30 日(星期三)為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 
12 月 1 日（星期四）將會正式換季，請同學換上整齊冬季校服回校。同學可先預備冬季校服，不
合身的校服請盡早更換。 
 
此外，在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下，學生可在校服外加穿淨色羽絨褸，其他質料的外套則不可
穿著回校。而女生在寒冷天氣警告下，可穿著全套冬季體育服*回校。頸巾顏色以純白、純黑或純
綠色為主。有關冬季校服指引，可參照中文版手冊第七及八頁（英文版第十一及十二頁）。 
 

註：「全套冬季體育服」指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全套冬季體育服回校(包括外套)，如天氣寒冷可加穿
白色長袖內衣，也可在運動服外套內加穿冷衫或在運動服外套外加穿校褸。 

 

8. 2023/24 學年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博覽）  

國家教育部自 2012/13 學年起推行「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文憑試收生計劃），
讓參與計劃的內地高等院校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在 2023/24 學年，參與
計劃的院校將增至 132 所，分布內地 22 個省市／自治區，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升學選擇。 
 
為讓學生和家長更了解文憑試收生計劃的具體安排及參與計劃的院校資訊，教育局與國家教育部將
於今年 12 月 3 至 9 日合辦「2023/24 學年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博覽）」，有意參與的家長及學生可
登入網站 www.studymainland.hk 參與。 

https://infoday.cihe.edu.hk/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2/
https://infoday.hsu.edu.hk/zh/
https://shorturl.at/ryNPT
https://shorturl.at/FQR35
http://www.studymainlan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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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IBA 3×3 世界巡迴賽——香港大師賽 2022 首度來港  

「M 品牌」活動之一的「FIBA 3×3 世界巡迴賽——香港大師賽 2022」將於 11 月 26 至 27
日假維多利亞公園上演。 
 
今屆賽事由 12 隊角逐，其中 10 隊將直接進入正賽，包括 4 支世界排名前 5 的球隊，當中
有東京奧運金牌得主、由拉脫維亞國家隊組成的 Riga 隊，以及來自塞爾維亞的 UB 隊及 Liman
隊。另外，兩支由香港甲一球員組成的隊伍，以及透過香港代表資格賽決定出的兩支隊伍及
中國男子 3×3 國家隊組成的北京隊亦獲得外卡參賽。另外球場外亦設有迷你嘉年華，讓途
經的市民亦可參與。 
 
本校因上年度 3 人籃球賽表現出色，有幸免費獲得 27/11 當天決賽的部份門票，盼同學能從
不同的觀賽中擴闊視野，欣賞世界級運動員的賽事。如欲觀賞賽事，請在 18/11/2022(五)前，
向體育老師報名索取免費門票，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如未能取得門票，學生及家長也可於透過官方辦法購買兩日通行證門票，票價分別為$880，

$480，$280，$180 及$80。） 
 

10. 誠邀參與「快樂共融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攝影比賽 2022」  

香港傷健協會轄下的坪洲長者暨青少年鄰舍中心一直致力推動「長幼共融」，為了提供全港兒童及青
少年一個展示攝影才華的平台及促進長幼共融，坪洲長者暨青少年鄰舍中心將會舉辦「快樂共融全
港兒童及青少年攝影比賽 2022」，詳情如下： 

 
比賽主題： 以「樂享耆年」或「長幼共融」為主題 
參賽組別： 兒童組：6 ─ 11 歲 

青少年組：12 ─ 24 歲 
評審準則： 配合主題：40%；構圖、技巧及創意：60% 
參賽作品遞
交方法： 

參賽者可在 18/11/22 – 20/12/22 期間將參賽作品、作品解說、姓名、年齡、參賽
組別、聯絡方法、所代表的學校(若適用)電郵到 mli@hkphab.org.hk 

參賽作品 
規格： 

․ 每名參賽者可提交一份作品 
․ 參賽者須自行為參賽作品命名（中文或英文均可）。 
․ 參賽者提交作品時，必須連同不多於 100 字的作品解說 
․ 參賽作品原檔案格式須為不少於 5MB 的 JPEG/GIF/PNG 檔案。黑白或彩色均可，

作品只可以作色彩、光暗，反差及裁剪類的調整。任何影像合成（包括重拍）、電
腦後製、或虛擬美術相框或文字等，一概不予接受。 

․ 參賽者提交參賽作品時，請調較至 5MB。 
賽果公佈： 30/12/2022 在坪洲長者暨青少年鄰舍中心 Facebook 專

頁公佈，得獎者將另有專人通知。  

 

比賽獎勵： 每組冠軍 ─ 3,000 元書券、獎座及獎狀 
每組亞軍 ─ 1,500 元書券、獎座及獎狀 
每組季軍 ─ 500 元書券、獎座及獎狀 
傑出作品獎(每組 10 個) ─ 100 元書券、獎狀 
優異獎(不限名額，優異作品均可獲獎) ─ 獎狀 

鳴 謝： 93m.style 贊助 
 

如有查詢，可致電 2983 9000 聯絡社工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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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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下星期一(2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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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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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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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著天父為我們所預備的救恩。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而是上帝所賜的。」 (以弗所書 2:8)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自強室消息  

2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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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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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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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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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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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派發上學期統測成績單（中一、中三及中五級適用）  

今天（17/11）會派發中一、中三及中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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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十二期 
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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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涯規劃桌遊工作坊（中一至中三級）  

為了提升初中同學對「生涯規劃」的認識，本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將舉辦桌遊工作坊，屆時將會
一同參與桌遊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 時 45 分至 5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課室 
內容簡介：桌遊及分組討論 
 
有意參加的同學，請於 202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前填妥以下報名表，取錄結果將稍後個別通
知。報名表：https://forms.gle/dApW6SKaaiUHSHSC9 （須先以 MKP Gmail 帳戶登入）。如有問題，可
聯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蔡嘉銘老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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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家庭動力 Family Dynamic) 
日期：20/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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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8 4007 聯絡林麗儀傳道報名。 

 

6. 換季事宜  

11 月 14 日(星期一)至 11 月 30 日(星期三)為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 
12 月 1 日（星期四）將會正式換季，請同學換上整齊冬季校服回校。同學可先預備冬季校服，不
合身的校服請盡早更換。 
 
此外，在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下，學生可在校服外加穿淨色羽絨褸，其他質料的外套則不可
穿著回校。而女生在寒冷天氣警告下，可穿著全套冬季體育服*回校。頸巾顏色以純白、純黑或純
綠色為主。有關冬季校服指引，可參照中文版手冊第七及八頁（英文版第十一及十二頁）。 
  
註：「全套冬季體育服」指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全套冬季體育服回校(包括外套)，如天氣寒冷可加穿

白色長袖內衣，也可在運動服外套內加穿冷衫或在運動服外套外加穿校褸。 
 

7. FIBA 3×3 世界巡迴賽——香港大師賽 2022 首度來港  

「M 品牌」活動之一的「FIBA 3×3 世界巡迴賽——香港大師賽 2022」將於 11 月 26 至 27
日假維多利亞公園上演。 
 

今屆賽事由 12 隊角逐，其中 10 隊將直接進入正賽，包括 4 支世界排名前 5 的球隊，當中
有東京奧運金牌得主、由拉脫維亞國家隊組成的 Riga 隊，以及來自塞爾維亞的 UB 隊及 Liman
隊。另外，兩支由香港甲一球員組成的隊伍，以及透過香港代表資格賽決定出的兩支隊伍及
中國男子 3×3 國家隊組成的北京隊亦獲得外卡參賽。另外球場外亦設有迷你嘉年華，讓途
經的市民亦可參與。 
 

本校因上年度 3 人籃球賽表現出色，有幸免費獲得 27/11 當天決賽的部份門票，盼同學能從
不同的觀賽中擴闊視野，欣賞世界級運動員的賽事。如欲觀賞賽事，請在 18/11/2022(五)前，
向體育老師報名索取免費門票，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如未能取得門票，學生及家長也可於透過官方辦法購買兩日通行證門票，票價分別為$880，

$480，$280，$180 及$80。） 
  

https://forms.gle/dApW6SKaaiUHSHSC9


編號：22/23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二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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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前往校園或於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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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18 日至
19 日 校園 https://infoday.cihe.edu.hk/ 

珠海學院 11 月 19 日 校園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2/  
恒生大學 11 月 19 日 校園 https://infoday.hsu.edu.hk/zh/  
樹仁大學 11 月 26 日 校園 https://shorturl.at/ryNPT 

耀中幼教學院 11 月 26 日 校園 https://shorturl.at/FQR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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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23/24 學年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博覽）  

國家教育部自 2012/13 學年起推行「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文憑試收生計劃），
讓參與計劃的內地高等院校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在 2023/24 學年，參與
計劃的院校將增至 132 所，分布內地 22 個省市／自治區，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升學選擇。 
 
為讓學生和家長更了解文憑試收生計劃的具體安排及參與計劃的院校資訊，教育局與國家教育部將
於今年 12 月 3 至 9 日合辦「2023/24 學年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博覽）」，有意參與的家長及學生可
登入網站 www.studymainland.hk 參與。 

 

10. 誠邀參與「快樂共融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攝影比賽 2022」  

香港傷健協會轄下的坪洲長者暨青少年鄰舍中心一直致力推動「長幼共融」，為了提供全港兒童及青
少年一個展示攝影才華的平台及促進長幼共融，坪洲長者暨青少年鄰舍中心將會舉辦「快樂共融全
港兒童及青少年攝影比賽 2022」，詳情如下： 

 
比賽主題： 以「樂享耆年」或「長幼共融」為主題 
參賽組別： 兒童組：6 ─ 11 歲 

青少年組：12 ─ 24 歲 
評審準則： 配合主題：40%；構圖、技巧及創意：60% 
參賽作品遞
交方法： 

參賽者可在 18/11/22 – 20/12/22 期間將參賽作品、作品解說、姓名、年齡、參賽
組別、聯絡方法、所代表的學校(若適用)電郵到 mli@hkphab.org.hk 

參賽作品 
規格： 

․ 每名參賽者可提交一份作品 
․ 參賽者須自行為參賽作品命名（中文或英文均可）。 
․ 參賽者提交作品時，必須連同不多於 100 字的作品解說 
․ 參賽作品原檔案格式須為不少於 5MB 的 JPEG/GIF/PNG 檔案。黑白或彩色均可，

作品只可以作色彩、光暗，反差及裁剪類的調整。任何影像合成（包括重拍）、電
腦後製、或虛擬美術相框或文字等，一概不予接受。 

․ 參賽者提交參賽作品時，請調較至 5MB。 
賽果公佈： 30/12/2022 在坪洲長者暨青少年鄰舍中心 Facebook 專

頁公佈，得獎者將另有專人通知。  

 

比賽獎勵： 每組冠軍 ─ 3,000 元書券、獎座及獎狀 
每組亞軍 ─ 1,500 元書券、獎座及獎狀 
每組季軍 ─ 500 元書券、獎座及獎狀 
傑出作品獎(每組 10 個) ─ 100 元書券、獎狀 
優異獎(不限名額，優異作品均可獲獎) ─ 獎狀 

鳴 謝： 93m.style 贊助 
如有查詢，可致電 2983 9000 聯絡社工譚先生。 

https://infoday.cihe.edu.hk/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2/
https://infoday.hsu.edu.hk/zh/
https://shorturl.at/ryNPT
https://shorturl.at/FQR35
http://www.studymainland.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