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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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及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感謝天父的恩典！馬可賓中學快將踏入 25 周年，我們實在經歷了天父許多的恩典和帶領，在過去
20 多年中，同學們在馬可賓得到了栽培和啟發，發揮了天父賜給他們的潛能。我們希望定期採訪校友
們在馬可賓的經歷，並寫成文章與大家分享。  

 

今期接受採訪的是李承祐校友，他就讀本校時參加軍樂團及鋼琴大師班，並擔任合唱團的司琴，
現在他繼續在大學的基督徒合唱團中擔任資深司琴，以音樂事奉神。請大家細閱本期附上的採訪文章
及瀏覽李校友的演奏短片，一起分享他生命中的喜悅。 

 

明天(13/11)便是中五級家長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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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大學夢。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蝶古巴特家長興趣班  

本課程由本校家長事務組舉辦，希望參加者認識蝶古巴特拼貼藝術，製作出獨特的蝶古巴特拼貼
作品。  
 
對象：本校家長  
日期： 12 月 11 日 (星期五) 
時間：10:30am-12:00noon  
地點：家長資源中心  
人數：10 位（先報先得）  
材料費用：全免（另收材料費）  
報名請於 11 月 18 日前填妥電子通告回條，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2. 家長讚美操  

主辦：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及 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的：透過舞蹈敬拜造物主、鍛鍊體魄及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 
導師：李慧玲女士(本校前家長)  
對象：本校家長 
日期：11 月 18、19 日 及 12 月 2、3、9、10、16 及 17 日(逢星期三及四)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請於 11 月 16 日前填妥電子通告回條，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備註：是次讚美操班，恩友堂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保險。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期 
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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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友獲獎學金  
本校舊生鄭栢謙校友（2020 年中六畢業）獲香港科技大學頒發獎學金，謹此恭賀校友。 
 

4.  2020 年度新界西總部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  

6D 黎銨瑤同學表現優秀，憑著過往於紅十字青年團內的卓越成就，並能於學校活動、學業成績及
家庭生活上都有均衡發展，經過新界西總部初賽後，獲選為『2020 年度新界西總部傑出紅十字青
年會員』。同時，由於黎銨瑤同學表現出眾，她同時獲選代表新界西總部參加本年度『部門傑出紅
十字青年會員選舉』。故此，新界西總部青年事務總主任特親筆致函，表揚銨瑤的卓越表現，期望
銨瑤能夠繼續努力，為紅十字運動作出貢獻。 

 
5. 「當子女機不離手」研討會  

日期：2020 年 12 月 12 日(六) 
題目：當子女機不離手 - 網絡世代的機遇和隱憂 
對象：青少年家長 / 工作者 
形式：網上會議 
費用：全免 
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s://bit.ly/tnsconference。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6. 換季事宜  

11 月 16 日(星期一)至 11 月 30 日(星期一)為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 

12 月 1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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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季緩衝期及換季後，如當天有體育課，同學可穿著全套冬季體育服*回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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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下午網上實時英語活動（English Tea Activities） (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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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網上實時英
語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7/10、14/10、21/10、4/11、11/11、18/11、25/11、2/12、9/12 及 16/12 
（星期三，共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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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聯網及 Google Classroom 發佈有關該次活動內容

的訊息，亦會在早會中向同學宣傳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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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tns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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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專院校網上課程資訊日  

為使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入學要求有更多的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網上課程資訊日，鼓勵
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及早規劃升學出路。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參與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樹仁大學 11 月 14 日 https://infoday.hksyu.edu/2020/index.html 
香港伍倫貢學院 11 月 14 日 https://www.uowchk.edu.hk/virtualopenday/home.html 

東華學院 11 月 14 日 https://www.twc.edu.hk/infoday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20 日 

https://www.cihe.edu.hk/tc/infoday/index.html 
11 月 21 日 

香港恒生大學 11 月 21 日 https://infoday2020.hsu.edu.hk/ 
珠海學院 11 月 21 日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0/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11 月 27 日 

https://www.thei.edu.hk/infoday 
11 月 28 日 

（最新安排請見於各院校網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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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活動名稱 :  好書齊來讀  

目的：透過活動讓家長與老師互相分享閱讀的樂趣，從閱讀中啟發自己，為生活增加更多的靈感。 
日期：26/11 及 3/12 
時間：11:00-12:20(共 2 次) 
地点：學校圖書館 
人數：10 人 
負責人：圖書館鄭佩殷老師 

 

備註： 
1. 參加者出席活動前請先填寫一份簡單的閱讀問卷。 
2. 參加者於活動當日請帶備一本喜愛或近期閱讀的書本。(可以在家長資源室借圖書或自行帶書來分享) 

 

11. 有關訂購文憑試試題事宜（中四至中六級學生適用） 

學校將於今明兩天（12/11 及 13/11）的第三個小息（12:05-12:20p.m.）及放學後（至 2:00p.m.）
邀請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職員到本校新玻璃房收集訂購表格、銀行入數紙或 7-Eleven 收
據，而訂購表格已派發給各中四至中六同學，如欲訂購者必須於該兩天內交回相關資料，敬請留意。 
 

註： 請同學於銀行入數紙／7-Eleven 收據（利用右上角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 7-Eleven 便利店
繳付款項）背面，填妥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入數紙須為中國銀行(香港)：01287520415932,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https://infoday.hksyu.edu/2020/index.html
https://www.uowchk.edu.hk/virtualopenday/home.html
https://www.twc.edu.hk/infoday
https://www.cihe.edu.hk/tc/infoday/index.html
https://infoday2020.hsu.edu.hk/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0/
https://www.thei.edu.hk/infoday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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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有關政府宣布體育及宗教活動限制放寬事宜  

政府早前宣布，市民在體育處所進行隊際運動，人數上限按該隊際運動項目可多於四人。另外，
豁免群組聚集範圍予以擴大，容許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的宗教聚集。詳情可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政府表示，市民應保持防疫意識，須繼續注重個人和環境衞生，不容鬆懈，以免疫情再在社區爆
發。故此，若相關活動限制放寬仍然繼續生效，在子女參與上述活動前，家長應與子女溝通，衡
量風險，決定是否容許子女參與，並叮囑子女謹守防疫措施，注意個人衛生。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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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Profiles 
 

Eric Lee  李承祐  

 

Eric’s parents chose MKP for Eric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e 

Christian orientation of the school was a positive trait and 

therefore would warrant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for Eric. The 

thirteen uniform teams, unique to MKP, made an impression on 

Eric. 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Marching Band where he not 

only learned to play the tuba, but he also learned much about discipline and teamwork. 

He enjoyed all the performances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whether it be in or outside of 

the school. He made many good friends in the band. Eric liked the fact that MKP is 

very keen on developing students’ many areas of skills and talents and not just focusing 

on academics. He enrolled in the Piano Master Class for five years where he cherished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four-hand piano duets with other schoolmates and took part in 

a few Music Festival Piano Duet competitions.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 Eric 

remembers is his role as the school choir accompanist for five years where he learned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conductor during practice. His accompanying skills and 

experiences qualify him to be a senior accompanist for the Open University Christian 

Choir. The choir conductor appreciates his capable support and invites him to mentor 

and groom younger and less experienced pianists. Eric is grateful to MKP for its co-

curricular activities. His involvement in the three musical activities during his MKP 

years shape him to be a confident collaborative musician in many different contexts. 

Eric is in his final year as an Accounting major at Open University. We wish him many 

blessings from above! 

 

 
Please click the following link to appreciate eric' performance for us: 

http://gg.gg/eric-lee 

 
 

  

http://gg.gg/eric-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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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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感謝天父的恩典！馬可賓中學快將踏入 25 周年，我們實在經歷了天父許多的恩典和帶領，在過去
20 多年中，同學們在馬可賓得到了栽培和啟發，發揮了天父賜給他們的潛能。我們希望定期採訪校友
們在馬可賓的經歷，並寫成文章與大家分享。  

 

今期接受採訪的是李承祐校友，他就讀本校時參加軍樂團及鋼琴大師班，並擔任合唱團的司琴，
現在他繼續在大學的基督徒合唱團中擔任資深司琴，以音樂事奉神。請大家細閱本期附上的採訪文章
及瀏覽李校友的演奏短片，一起分享他生命中的喜悅。 

 

明天(13/11)便是中五級家長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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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大學夢。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三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三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27 日舉行，時間為 7:00pm – 9:15pm，學生必須出席並於當晚 7:00
直接到禮堂點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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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影響下，為確保各
位家長有一定的社交距離，禮堂可安排的座位將大幅減少，故請每家庭由一位家長代表出席，敬請
見諒，亦請家長預留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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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蝶古巴特家長興趣班  

本課程由本校家長事務組舉辦，希望參加者認識蝶古巴特拼貼藝術，製作出獨特的蝶古巴特拼貼
作品。  
 

對象：本校家長  
日期： 12 月 11 日 (星期五) 
時間：10:30am-12:00noon  
地點：家長資源中心  
人數：10 位（先報先得）  
材料費用：全免（另收材料費）  
報名請於 11 月 18 日前填妥電子通告回條，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期 
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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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長讚美操  

主辦：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及 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的：透過舞蹈敬拜造物主、鍛鍊體魄及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 
導師：李慧玲女士(本校前家長)  
對象：本校家長 
日期：11 月 18、19 日 及 12 月 2、3、9、10、16 及 17 日(逢星期三及四)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請於 11 月 16 日前填妥電子通告回條，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備註：是次讚美操班，恩友堂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保險。 

 
4. 校友獲獎學金  

本校舊生鄭栢謙校友（2020 年中六畢業）獲香港科技大學頒發獎學金，謹此恭賀校友。 
 

5.  2020 年度新界西總部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  

6D 黎銨瑤同學表現優秀，憑著過往於紅十字青年團內的卓越成就，並能於學校活動、學業成績及
家庭生活上都有均衡發展，經過新界西總部初賽後，獲選為『2020 年度新界西總部傑出紅十字青
年會員』。同時，由於黎銨瑤同學表現出眾，她同時獲選代表新界西總部參加本年度『部門傑出紅
十字青年會員選舉』。故此，新界西總部青年事務總主任特親筆致函，表揚銨瑤的卓越表現，期望
銨瑤能夠繼續努力，為紅十字運動作出貢獻。 

 

6. 「當子女機不離手」研討會  

日期：2020 年 12 月 12 日(六) 
題目：當子女機不離手 - 網絡世代的機遇和隱憂 
對象：青少年家長 / 工作者 
形式：網上會議 
費用：全免 
 
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s://bit.ly/tnsconference。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7. 換季事宜  

11 月 16 日(星期一)至 11 月 30 日(星期一)為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 

12 月 1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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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季緩衝期及換季後，如當天有體育課，同學可穿著全套冬季體育服*回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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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tns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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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午網上實時英語活動（English Tea Activities） (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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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網上實時英
語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7/10、14/10、21/10、4/11、11/11、18/11、25/11、2/12、9/12 及 16/12 
（星期三，共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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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聯網及 Google Classroom 發佈有關該次活動內容

的訊息，亦會在早會中向同學宣傳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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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大專院校網上課程資訊日  

為使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入學要求有更多的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網上課程資訊日，鼓勵
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及早規劃升學出路。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參與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樹仁大學 11 月 14 日 https://infoday.hksyu.edu/2020/index.html 
香港伍倫貢學院 11 月 14 日 https://www.uowchk.edu.hk/virtualopenday/home.html 

東華學院 11 月 14 日 https://www.twc.edu.hk/infoday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20 日 

https://www.cihe.edu.hk/tc/infoday/index.html 
11 月 21 日 

香港恒生大學 11 月 21 日 https://infoday2020.hsu.edu.hk/ 
珠海學院 11 月 21 日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0/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11 月 27 日 

https://www.thei.edu.hk/infoday 
11 月 28 日 

（最新安排請見於各院校網頁） 
 
 

10.活動名稱 :  好書齊來讀  

目的：透過活動讓家長與老師互相分享閱讀的樂趣，從閱讀中啟發自己，為生活增加更多的靈感。 
日期：26/11 及 3/12 
時間：11:00-12:20(共 2 次) 
地点：學校圖書館 
人數：10 人 
負責人：圖書館鄭佩殷老師 

 

備註： 
1. 參加者出席活動前請先填寫一份簡單的閱讀問卷。 
2. 參加者於活動當日請帶備一本喜愛或近期閱讀的書本。(可以在家長資源室借圖書或自行帶書來分享) 

 

https://infoday.hksyu.edu/2020/index.html
https://www.uowchk.edu.hk/virtualopenday/home.html
https://www.twc.edu.hk/infoday
https://www.cihe.edu.hk/tc/infoday/index.html
https://infoday2020.hsu.edu.hk/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0/
https://www.thei.edu.hk/inf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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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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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有關政府宣布體育及宗教活動限制放寬事宜  

政府早前宣布，市民在體育處所進行隊際運動，人數上限按該隊際運動項目可多於四人。另外，
豁免群組聚集範圍予以擴大，容許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的宗教聚集。詳情可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政府表示，市民應保持防疫意識，須繼續注重個人和環境衞生，不容鬆懈，以免疫情再在社區爆
發。故此，若相關活動限制放寬仍然繼續生效，在子女參與上述活動前，家長應與子女溝通，衡
量風險，決定是否容許子女參與，並叮囑子女謹守防疫措施，注意個人衛生。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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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Profiles 
 

Eric Lee  李承祐  

 

Eric’s parents chose MKP for Eric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e 

Christian orientation of the school was a positive trait and 

therefore would warrant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for Eric. The 

thirteen uniform teams, unique to MKP, made an impression on 

Eric. 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Marching Band where he not 

only learned to play the tuba, but he also learned much about discipline and teamwork. 

He enjoyed all the performances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whether it be in or outside of 

the school. He made many good friends in the band. Eric liked the fact that MKP is 

very keen on developing students’ many areas of skills and talents and not just focusing 

on academics. He enrolled in the Piano Master Class for five years where he cherished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four-hand piano duets with other schoolmates and took part in 

a few Music Festival Piano Duet competitions.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 Eric 

remembers is his role as the school choir accompanist for five years where he learned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conductor during practice. His accompanying skills and 

experiences qualify him to be a senior accompanist for the Open University Christian 

Choir. The choir conductor appreciates his capable support and invites him to mentor 

and groom younger and less experienced pianists. Eric is grateful to MKP for its co-

curricular activities. His involvement in the three musical activities during his MKP 

years shape him to be a confident collaborative musician in many different contexts. 

Eric is in his final year as an Accounting major at Open University. We wish him many 

blessings from above! 

 

 
Please click the following link to appreciate eric' performance for us: 

http://gg.gg/eric-lee 

 
 

 

  

http://gg.gg/eric-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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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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感謝天父的恩典！馬可賓中學快將踏入 25 周年，我們實在經歷了天父許多的恩典和帶領，在過去
20 多年中，同學們在馬可賓得到了栽培和啟發，發揮了天父賜給他們的潛能。我們希望定期採訪校友
們在馬可賓的經歷，並寫成文章與大家分享。  

 

今期接受採訪的是李承祐校友，他就讀本校時參加軍樂團及鋼琴大師班，並擔任合唱團的司琴，
現在他繼續在大學的基督徒合唱團中擔任資深司琴，以音樂事奉神。請大家細閱本期附上的採訪文章
及瀏覽李校友的演奏短片，一起分享他生命中的喜悅。 

 

明天(13/11)便是中五級家長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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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大學夢。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四級家長晚會（學生不須出席）  

本校中四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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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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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影響下，為確保各位家長有一定的社交距離，
禮堂可安排的座位將大幅減少，故請每家庭由一位家長代表出席，敬請見諒，亦請家長預留時間。
是次家長晚會目的如下：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大學收生要求及高中兩年半的部署策略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高中學院畢業要求及學生統測表現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中文、英文及通識科學生統測表現及教學策略 
 

2. 蝶古巴特家長興趣班  

本課程由本校家長事務組舉辦，希望參加者認識蝶古巴特拼貼藝術，製作出獨特的蝶古巴特拼貼
作品。  
 
對象：本校家長  
日期： 12 月 11 日 (星期五) 
時間：10:30am-12:00noon  
地點：家長資源中心  
人數：10 位（先報先得）  
材料費用：全免（另收材料費）  
報名請於 11 月 18 日前填妥電子通告回條，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期 
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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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長讚美操  

主辦：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及 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的：透過舞蹈敬拜造物主、鍛鍊體魄及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 
導師：李慧玲女士(本校前家長)  
對象：本校家長 
日期：11 月 18、19 日 及 12 月 2、3、9、10、16 及 17 日(逢星期三及四)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請於 11 月 16 日前填妥電子通告回條，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備註：是次讚美操班，恩友堂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保險。 

 
4. 校友獲獎學金  

本校舊生鄭栢謙校友（2020 年中六畢業）獲香港科技大學頒發獎學金，謹此恭賀校友。 
 

5.  2020 年度新界西總部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  

6D 黎銨瑤同學表現優秀，憑著過往於紅十字青年團內的卓越成就，並能於學校活動、學業成績及
家庭生活上都有均衡發展，經過新界西總部初賽後，獲選為『2020 年度新界西總部傑出紅十字青
年會員』。同時，由於黎銨瑤同學表現出眾，她同時獲選代表新界西總部參加本年度『部門傑出紅
十字青年會員選舉』。故此，新界西總部青年事務總主任特親筆致函，表揚銨瑤的卓越表現，期望
銨瑤能夠繼續努力，為紅十字運動作出貢獻。 

 

6. 「當子女機不離手」研討會  

日期：2020 年 12 月 12 日(六) 
題目：當子女機不離手 - 網絡世代的機遇和隱憂 
對象：青少年家長 / 工作者 
形式：網上會議 
費用：全免 
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s://bit.ly/tnsconference。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7.  下午網上實時英語活動（English Tea Activities） (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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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網上實時英
語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7/10、14/10、21/10、4/11、11/11、18/11、25/11、2/12、9/12 及 16/12 
（星期三，共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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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聯網及 Google Classroom 發佈有關該次活動內容

的訊息，亦會在早會中向同學宣傳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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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tns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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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專院校網上課程資訊日  

為使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入學要求有更多的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網上課程資訊日，鼓勵
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及早規劃升學出路。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參與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樹仁大學 11 月 14 日 https://infoday.hksyu.edu/2020/index.html 
香港伍倫貢學院 11 月 14 日 https://www.uowchk.edu.hk/virtualopenday/home.html 

東華學院 11 月 14 日 https://www.twc.edu.hk/infoday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20 日 

https://www.cihe.edu.hk/tc/infoday/index.html 
11 月 21 日 

香港恒生大學 11 月 21 日 https://infoday2020.hsu.edu.hk/ 
珠海學院 11 月 21 日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0/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11 月 27 日 

https://www.thei.edu.hk/infoday 
11 月 28 日 

（最新安排請見於各院校網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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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換季事宜  

11 月 16 日(星期一)至 11 月 30 日(星期一)為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 

12 月 1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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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季緩衝期及換季後，如當天有體育課，同學可穿著全套冬季體育服*回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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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有關訂購文憑試試題事宜（中四至中六級學生適用） 

學校將於今明兩天（12/11 及 13/11）的第三個小息（12:05-12:20p.m.）及放學後（至 2:00p.m.）
邀請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職員到本校新玻璃房收集訂購表格、銀行入數紙或 7-Eleven 收
據，而訂購表格已派發給各中四至中六同學，如欲訂購者必須於該兩天內交回相關資料，敬請留意。 
 

註： 請同學於銀行入數紙／7-Eleven 收據（利用右上角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 7-Eleven 便利店
繳付款項）背面，填妥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入數紙須為中國銀行(香港)：01287520415932,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https://infoday.hksyu.edu/2020/index.html
https://www.uowchk.edu.hk/virtualopenday/home.html
https://www.twc.edu.hk/infoday
https://www.cihe.edu.hk/tc/infoday/index.html
https://infoday2020.hsu.edu.hk/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0/
https://www.thei.edu.hk/infoday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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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活動名稱 :  好書齊來讀  

目的：透過活動讓家長與老師互相分享閱讀的樂趣，從閱讀中啟發自己，為生活增加更多的靈感。 
日期：26/11 及 3/12 
時間：11:00-12:20(共 2 次) 
地点：學校圖書館 
人數：10 人 
負責人：圖書館鄭佩殷老師 

 

備註： 
1. 參加者出席活動前請先填寫一份簡單的閱讀問卷。 
2. 參加者於活動當日請帶備一本喜愛或近期閱讀的書本。(可以在家長資源室借圖書或自行帶書來分享) 

 
13.有關政府宣布體育及宗教活動限制放寬事宜  

政府早前宣布，市民在體育處所進行隊際運動，人數上限按該隊際運動項目可多於四人。另外，
豁免群組聚集範圍予以擴大，容許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的宗教聚集。詳情可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政府表示，市民應保持防疫意識，須繼續注重個人和環境衞生，不容鬆懈，以免疫情再在社區爆
發。故此，若相關活動限制放寬仍然繼續生效，在子女參與上述活動前，家長應與子女溝通，衡
量風險，決定是否容許子女參與，並叮囑子女謹守防疫措施，注意個人衛生。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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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Profiles 
 

Eric Lee  李承祐  

 

Eric’s parents chose MKP for Eric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e 

Christian orientation of the school was a positive trait and 

therefore would warrant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for Eric. The 

thirteen uniform teams, unique to MKP, made an impression on 

Eric. 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Marching Band where he not 

only learned to play the tuba, but he also learned much about discipline and teamwork. 

He enjoyed all the performances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whether it be in or outside of 

the school. He made many good friends in the band. Eric liked the fact that MKP is 

very keen on developing students’ many areas of skills and talents and not just focusing 

on academics. He enrolled in the Piano Master Class for five years where he cherished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four-hand piano duets with other schoolmates and took part in 

a few Music Festival Piano Duet competitions.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 Eric 

remembers is his role as the school choir accompanist for five years where he learned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conductor during practice. His accompanying skills and 

experiences qualify him to be a senior accompanist for the Open University Christian 

Choir. The choir conductor appreciates his capable support and invites him to mentor 

and groom younger and less experienced pianists. Eric is grateful to MKP for its co-

curricular activities. His involvement in the three musical activities during his MKP 

years shape him to be a confident collaborative musician in many different contexts. 

Eric is in his final year as an Accounting major at Open University. We wish him many 

blessings from above! 

 

 
Please click the following link to appreciate eric' performance for us: 

http://gg.gg/eric-lee 

 
 

  

http://gg.gg/eric-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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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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感謝天父的恩典！馬可賓中學快將踏入 25 周年，我們實在經歷了天父許多的恩典和帶領，在過去
20 多年中，同學們在馬可賓得到了栽培和啟發，發揮了天父賜給他們的潛能。我們希望定期採訪校友
們在馬可賓的經歷，並寫成文章與大家分享。  

 

今期接受採訪的是李承祐校友，他就讀本校時參加軍樂團及鋼琴大師班，並擔任合唱團的司琴，
現在他繼續在大學的基督徒合唱團中擔任資深司琴，以音樂事奉神。請大家細閱本期附上的採訪文章
及瀏覽李校友的演奏短片，一起分享他生命中的喜悅。 

 

明天(13/11)便是中五級家長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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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大學夢。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五級家長晚會（學生不須出席）  

本校中五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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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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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影響下，為確保各位家長有一定的社交距離，
禮堂可安排的座位將大幅減少，故請每家庭由一位家長代表出席，敬請見諒，亦請家長預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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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升學出路及大學收生要求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中文、英文及通識科的教學策略 
 

2. 「當子女機不離手」研討會  

日期：2020 年 12 月 12 日(六) 
題目：當子女機不離手 - 網絡世代的機遇和隱憂 
對象：青少年家長 / 工作者 
形式：網上會議 
費用：全免 
 
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s://bit.ly/tnsconference。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期 
十一月十二日 

https://bit.ly/tns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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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蝶古巴特家長興趣班  

本課程由本校家長事務組舉辦，希望參加者認識蝶古巴特拼貼藝術，製作出獨特的蝶古巴特拼貼
作品。  
對象：本校家長  
日期： 12 月 11 日 (星期五) 
時間：10:30am-12:00noon  
地點：家長資源中心  
人數：10 位（先報先得）  
材料費用：全免（另收材料費）  
報名請於 11 月 18 日前填妥電子通告回條，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4. 家長讚美操  

主辦：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及 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的：透過舞蹈敬拜造物主、鍛鍊體魄及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 
導師：李慧玲女士(本校前家長)  
對象：本校家長 
日期：11 月 18、19 日 及 12 月 2、3、9、10、16 及 17 日(逢星期三及四)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請於 11 月 16 日前填妥電子通告回條，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備註：是次讚美操班，恩友堂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保險。 

 
5. 校友獲獎學金  

本校舊生鄭栢謙校友（2020 年中六畢業）獲香港科技大學頒發獎學金，謹此恭賀校友。 
 

6.  2020 年度新界西總部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  

6D 黎銨瑤同學表現優秀，憑著過往於紅十字青年團內的卓越成就，並能於學校活動、學業成績及
家庭生活上都有均衡發展，經過新界西總部初賽後，獲選為『2020 年度新界西總部傑出紅十字青
年會員』。同時，由於黎銨瑤同學表現出眾，她同時獲選代表新界西總部參加本年度『部門傑出紅
十字青年會員選舉』。故此，新界西總部青年事務總主任特親筆致函，表揚銨瑤的卓越表現，期望
銨瑤能夠繼續努力，為紅十字運動作出貢獻。 

 
7. 大專院校網上課程資訊日  

為使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入學要求有更多的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網上課程資訊日，鼓勵
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及早規劃升學出路。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參與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樹仁大學 11 月 14 日 https://infoday.hksyu.edu/2020/index.html 
香港伍倫貢學院 11 月 14 日 https://www.uowchk.edu.hk/virtualopenday/home.html 

東華學院 11 月 14 日 https://www.twc.edu.hk/infoday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20 日 

https://www.cihe.edu.hk/tc/infoday/index.html 
11 月 21 日 

香港恒生大學 11 月 21 日 https://infoday2020.hsu.edu.hk/ 
珠海學院 11 月 21 日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0/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11 月 27 日 

https://www.thei.edu.hk/infoday 
11 月 28 日 

（最新安排請見於各院校網頁） 

https://infoday.hksyu.edu/2020/index.html
https://www.uowchk.edu.hk/virtualopenday/home.html
https://www.twc.edu.hk/infoday
https://www.cihe.edu.hk/tc/infoday/index.html
https://infoday2020.hsu.edu.hk/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2020/
https://www.thei.edu.hk/infoday


編號：20/21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二期 

 
8.  下午網上實時英語活動（English Tea Activities） (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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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網上實時英
語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7/10、14/10、21/10、4/11、11/11、18/11、25/11、2/12、9/12 及 16/12 
（星期三，共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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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聯網及 Google Classroom 發佈有關該次活動內容

的訊息，亦會在早會中向同學宣傳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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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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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換季事宜  

11 月 16 日(星期一)至 11 月 30 日(星期一)為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 

12 月 1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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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季緩衝期及換季後，如當天有體育課，同學可穿著全套冬季體育服*回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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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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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訂購文憑試試題事宜（中四至中六級學生適用） 

學校將於今明兩天（12/11 及 13/11）的第三個小息（12:05-12:20p.m.）及放學後（至 2:00p.m.）
邀請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職員到本校新玻璃房收集訂購表格、銀行入數紙或 7-Eleven 收
據，而訂購表格已派發給各中四至中六同學，如欲訂購者必須於該兩天內交回相關資料，敬請留意。 
 

註： 請同學於銀行入數紙／7-Eleven 收據（利用右上角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 7-Eleven 便利店
繳付款項）背面，填妥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入數紙須為中國銀行(香港)：01287520415932,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12.有關政府宣布體育及宗教活動限制放寬事宜  

政府早前宣布，市民在體育處所進行隊際運動，人數上限按該隊際運動項目可多於四人。另外，
豁免群組聚集範圍予以擴大，容許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的宗教聚集。詳情可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政府表示，市民應保持防疫意識，須繼續注重個人和環境衞生，不容鬆懈，以免疫情再在社區爆
發。故此，若相關活動限制放寬仍然繼續生效，在子女參與上述活動前，家長應與子女溝通，衡
量風險，決定是否容許子女參與，並叮囑子女謹守防疫措施，注意個人衛生。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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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Profiles 
 

Eric Lee  李承祐  

 

Eric’s parents chose MKP for Eric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e 

Christian orientation of the school was a positive trait and 

therefore would warrant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for Eric. The 

thirteen uniform teams, unique to MKP, made an impression on 

Eric. 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Marching Band where he not 

only learned to play the tuba, but he also learned much about discipline and teamwork. 

He enjoyed all the performances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whether it be in or outside of 

the school. He made many good friends in the band. Eric liked the fact that MKP is 

very keen on developing students’ many areas of skills and talents and not just focusing 

on academics. He enrolled in the Piano Master Class for five years where he cherished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four-hand piano duets with other schoolmates and took part in 

a few Music Festival Piano Duet competitions.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 Eric 

remembers is his role as the school choir accompanist for five years where he learned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conductor during practice. His accompanying skills and 

experiences qualify him to be a senior accompanist for the Open University Christian 

Choir. The choir conductor appreciates his capable support and invites him to mentor 

and groom younger and less experienced pianists. Eric is grateful to MKP for its co-

curricular activities. His involvement in the three musical activities during his MKP 

years shape him to be a confident collaborative musician in many different contexts. 

Eric is in his final year as an Accounting major at Open University. We wish him many 

blessings from above! 

 

 
Please click the following link to appreciate eric' performance for us: 

http://gg.gg/eric-lee 

 

 

http://gg.gg/eric-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