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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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今天 11 月 26 日又是一年一度的感恩節。一個值得每國家，每城市及每個人去慶祝的日子，回望

過去一年，縱使有不如意的時候，但若有機會享受每天的工作，學習，朋友的情誼與及家人的關愛，

就足以叫我們看到神的愛和供應，激起心中無限感恩。昨天早上同學們進行了反思感恩的事項，我們

鼓勵同學要向身邊的人表達感恩的心，雖然每年均有進行的午間分享感恩烤豬活動因疫情而取消，但

我們在疫情下更要珍惜機會一起分享感恩的喜悅，盼各家長也趁今天與子女多分享您今年值得感恩的

事項，與他們分享您們生命中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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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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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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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   

第十四期 
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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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用過濾軟件」家長工作坊  

目的： 
‧ 向家長推廣《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以提高他們對條例的認識。 
‧ 向家長推廣使用過濾軟件以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受網上不良資訊的影響。 
‧ 提高家長對網絡安全的認識，以教育孩子健康使用互聯網。 
 
日期：即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內容： 
1. 簡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2.  如何在手機、電腦等安裝及應用過濾軟件以避免不良資訊 
3.  如何透過親子溝通，引導孩子建立健康上網習慣 
 
語言：廣東話 
費用：免費 
 
有興趣參加人士可致電 35425727 與防止虐待兒童會吳先生聯絡。 

 
3. 何東資優教育演講 2021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辦網上家長工作坊及專題講座，詳情如下： 

 

家長工作坊 

主題：如何支援學生成為自律學習者：給家長的指引 

日期：2021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 時至 9 時（2 小時，包括答問環節） 

對象：資優學生的家長 

地點：Zoom 網上會議 

語言：英語 

 

專題講座 

日期：2021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 時至 6 時 30 分（2.5 小時，包括 30 分鐘答問環節） 

地點：Zoom 網上會議 

專題講座：人才培育過程中資優學生的自律學習技能 

專題講者：德國埃朗根—紐倫堡大學 Albert Ziegler 教授 

對象目標：學校領導、教育工作者（教師、教育心理學家、學校社工等）及資優生的家長 

語言：英語 

 

網上報名 

http://hkage.org.hk/b5/hl/2021 

 

截止報名日期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2 時 

 

查詢 

電話：3940 0101 

傳真：3940 0201 

電郵：apd@hkage.org.hk 

 

如有疑問，可聯絡廖美璍老師。 

 
  

http://hkage.org.hk/b5/hl/2021
mailto:apd@hkag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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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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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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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有關政府早前宣布的體育及宗教活動防疫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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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edu.hk/inf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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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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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11 月 26 日又是一年一度的感恩節。一個值得每國家，每城市及每個人去慶祝的日子，回望

過去一年，縱使有不如意的時候，但若有機會享受每天的工作，學習，朋友的情誼與及家人的關愛，

就足以叫我們看到神的愛和供應，激起心中無限感恩。昨天早上同學們進行了反思感恩的事項，我們

鼓勵同學要向身邊的人表達感恩的心，雖然每年均有進行的午間分享感恩烤豬活動因疫情而取消，但

我們在疫情下更要珍惜機會一起分享感恩的喜悅，盼各家長也趁今天與子女多分享您今年值得感恩的

事項，與他們分享您們生命中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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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三級家長晚會改為直播安排（學生必須參與）  

鑑於疫情反覆，為確保大家安全，今星期五的家長晚會將改為以網上直播。家長請於當晚 6:55p.m.
先進入該班的 Zoom 連結與班主任在網上會面，班主任會與家長分享班內情況。7:20p.m.請家長離開
該連結並與 貴子弟使用禮堂的 Zoom 連結一起進入家長晚會，家長講座將於 7:30p.m.開始網上直
播，約 8:45p.m.完結，是次家長講座的訊息非常重要，請家長預留時間與子女一同參與，謝謝！ 

 
課室直播安排 禮堂直播安排 

 會議 ID 會議密碼 會議 ID 會議密碼 
3A 545 929 9527 mkp3a 

886 1251 3293 20201127 
3B 618 309 2779 mkp3b 
3C 480 625 7542 mkp3c 
3D 606 379 4774 mkp3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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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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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   

第十四期 
十一月二十六日 

https://www.thei.edu.hk/inf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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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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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活用過濾軟件」家長工作坊  

目的： 
‧ 向家長推廣《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以提高他們對條例的認識。 
‧ 向家長推廣使用過濾軟件以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受網上不良資訊的影響。 
‧ 提高家長對網絡安全的認識，以教育孩子健康使用互聯網。 
 
日期：即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內容： 
4. 簡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5.  如何在手機、電腦等安裝及應用過濾軟件以避免不良資訊 
6.  如何透過親子溝通，引導孩子建立健康上網習慣 
 
語言：廣東話 
費用：免費 
 
有興趣參加人士可致電 35425727 與防止虐待兒童會吳先生聯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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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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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東資優教育演講 2021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辦網上家長工作坊及專題講座，詳情如下： 

 

家長工作坊 

主題：如何支援學生成為自律學習者：給家長的指引 

日期：2021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 時至 9 時（2 小時，包括答問環節） 

對象：資優學生的家長 

地點：Zoom 網上會議 

語言：英語 

 

專題講座 

日期：2021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 時至 6 時 30 分（2.5 小時，包括 30 分鐘答問環節） 

地點：Zoom 網上會議 

專題講座：人才培育過程中資優學生的自律學習技能 

專題講者：德國埃朗根—紐倫堡大學 Albert Ziegler 教授 

對象目標：學校領導、教育工作者（教師、教育心理學家、學校社工等）及資優生的家長 

語言：英語 

 

網上報名 

http://hkage.org.hk/b5/hl/2021 

 

截止報名日期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2 時 

 

查詢 

電話：3940 0101 

傳真：3940 0201 

電郵：apd@hkage.org.hk 

 

如有疑問，可聯絡廖美璍老師。 

 

7.  有關政府早前宣布的體育及宗教活動防疫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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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age.org.hk/b5/hl/2021
mailto:apd@hkag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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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