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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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好！近日天氣轉涼，日夜溫差較大，大家切記要小心保重身體。 
 
今天 11 月 25 日是感恩節，是大家一起慶祝和感恩的日子。回望過去一年，縱使有不如意的時

候，但每天有家人和朋友在身邊互相關心、支持和分享，每天有能力工作和學習，能充實地過每一
天，這些都是天父的愛和供應，我們要懂得感恩和珍惜。上星期同學們進行了寫感恩咭活動，我們鼓
勵同學要向身邊的人表達感恩的心。雖然每年的午間感恩烤豬分享活動因疫情而取消，但我們今天早
上準備了愛心朱古力，由輔導領袖生送給每位進入校園的同學，同學們都感受到彼此間的關懷和祝
福，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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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的大小事情，與他們分享您們生命中的喜悅！ 

 
本校中二至中六級的疫苗接種率已達七成，中五及中六級已經於 10 月恢復全日面授課，而中

二、中三及中四級亦會於下星期開始陸續恢復全日面授課。我們十分期望全校的疫苗接種率盡快達到
七成，讓中一級也能盡早恢復全日面授課，享受整全及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使他們能全面健康地發
展，發揮潛能。 

 
明天(26/11)是中四級家長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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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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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16 - 18 節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換季事宜  

12 月 1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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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 月 29 日起上課安排  

本校於 11 月 29 日星期一（Day A）開始，將全校以正常上課時間表進行課堂（全日 8 節，每節 40
分鐘），屆時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全日面授上課，而中一至中三級同學上午面授課，下午 7-8 節則以
網課進行。午膳時間將延長至 1 小時 15 分鐘（下午 1:05-2:20），讓中一至中三同學回家午膳及進
行網課。故此中五及中六取消所有 9-10 課堂，中六會按原先補課時間表進行補課（時間改為下午
4: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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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 

第十三期 
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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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9/11 起初中下午網上課堂事宜（中一至中三級適用）  

由於中一級接種疫苗未達七成，而中二、三接種疫苗已達七成但仍到 6/12 才夠十四天，故 29/11
開始中一 7-8 節為網上課堂，直至接種疫苗達教育局要求方能進行全日實體面授課。而中二、三
於 29/11-3/12 下午 7-8 節亦為網課，6/12 開始進行全日實體面授課。 
  
1、下午網上課堂 

同學需根據上課時間表上課，每天 7-8 節上課時間為 2:20p.m.-3:40p.m.。 
  
2、網上課堂學生注意事項 

1. 上課前在家中選擇安靜及合適的環境，亦宜留意視訊背景，同學如有需要，可使用虛擬背景
功能以保障私隱。所穿著的服飾宜端莊樸素，儀容整潔。 

2. 網上課堂所需用的會議 ID、密碼及上課時間表將會發放至學生的 eClass 內聯網。請勿將會
議 ID 及密碼給予其他人士，科任老師亦會最少一天前通知同學該網上課堂所需的物品。 

3. 上課前，同學需預備好上課所需的器材:桌面/手提電腦(必須配有鏡頭、咪及揚聲器的設備)、
平板電腦、手提電話(必須先下載 Zoom 軟件或程式，並更新至最新版本)、耳機連話筒。登
入名稱必須是班別、班號及姓名(例: 1E01 Chan Tai Man), 若是出席英文科網上課堂，請加
上 Christian Name (e.g. 1E01 Chan Tai Man, Peter)。如果有困難，可聯絡班主任。 

4. 準時出席課堂，最少 5 分鐘前須進入 Zoom，並預備好課本、筆記、文具等上課用品。 
5. 進入網上課堂時應保持靜音狀態。 
6. 每課堂老師均會點名，點名時同學請回應老師以配合點名。若同學因下午身體不適而缺席課

堂，必須由家長於當日 2:00p.m.前致電回校請假。學校會跟進同學的出席及缺席情況。 
7. 上課時必須注意個人的態度及禮貌，專心上課，互相尊重，積極回應老師的提問。老師亦會

因應課堂需要而邀請同學回應，從而了解同學在課堂的學習進度。 
8. 除飲水外，不宜進食。若須要前往洗手間，應先告訴老師。 
9. 若同學在課堂時有問題，可在系統中按舉手掣示意，讓老師知道。 
10. 不可擅自發佈任何文字、圖像或錄像等。 
11. 尊重同學及課堂，請勿錄影課堂或截圖，學校會跟進違規同學。 
12. 課堂後請根據老師指示依時繳交功課，學校會跟進欠交功課的同學。 
13. 老師宣佈課堂結束後，才可離開課堂。 
14. 希望學生能夠珍惜網上課堂的學習機會，積極學習。 
 
 

4.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辦：  地景．人文．寫作：中學生社區文學導覽

2021／ 22 

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設計最適合中一至中四級學生程度的社區文學導覽內容，以提升他們的中國語文
讀寫能力。本計劃邀請青年作家帶領學生到社區文學景點考察，體驗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進行寫
作練習及參與寫作遊戲，以增進學生對中國語文閱讀、寫作的興趣。 
2021／22 學年共安排 5 區考察，每區設 2 團。每次文學景點考察學生名額為 25 人，對象為中一至
中四級學生，老師名額為 3 人。考察地點包括：深水涉區、中西區、觀塘區、東區和大埔區。 
詳情可以瀏覽：http://hklrc.hk/zh-
hant/promotion/%E5%9C%B0%E6%99%AF%EF%BC%8E%E4%BA%BA%E6%96%87%EF%BC%8E%E5%
AF%AB%E4%BD%9C%EF%BC%9A%E4%B8%AD%E5%AD%B8%E7%94%9F%E7%A4%BE%E5%8D%80%E6
%96%87%E5%AD%B8%E5%B0%8E%E8%A6%BD2021%EF%BC%8F22 
  
有興趣報名的同學請填妥這個報名表和家長同意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
n5Nar5BG9-w_Qj6FSJgqouZ33R1UJ76/view ，並在 29/11 或之前交回給關家欣老師。 
 

  

http://hklrc.hk/zh-hant/promotion/%E5%9C%B0%E6%99%AF%EF%BC%8E%E4%BA%BA%E6%96%87%EF%BC%8E%E5%AF%AB%E4%BD%9C%EF%BC%9A%E4%B8%AD%E5%AD%B8%E7%94%9F%E7%A4%BE%E5%8D%80%E6%96%87%E5%AD%B8%E5%B0%8E%E8%A6%BD2021%EF%BC%8F22
http://hklrc.hk/zh-hant/promotion/%E5%9C%B0%E6%99%AF%EF%BC%8E%E4%BA%BA%E6%96%87%EF%BC%8E%E5%AF%AB%E4%BD%9C%EF%BC%9A%E4%B8%AD%E5%AD%B8%E7%94%9F%E7%A4%BE%E5%8D%80%E6%96%87%E5%AD%B8%E5%B0%8E%E8%A6%BD2021%EF%BC%8F22
http://hklrc.hk/zh-hant/promotion/%E5%9C%B0%E6%99%AF%EF%BC%8E%E4%BA%BA%E6%96%87%EF%BC%8E%E5%AF%AB%E4%BD%9C%EF%BC%9A%E4%B8%AD%E5%AD%B8%E7%94%9F%E7%A4%BE%E5%8D%80%E6%96%87%E5%AD%B8%E5%B0%8E%E8%A6%BD2021%EF%BC%8F22
http://hklrc.hk/zh-hant/promotion/%E5%9C%B0%E6%99%AF%EF%BC%8E%E4%BA%BA%E6%96%87%EF%BC%8E%E5%AF%AB%E4%BD%9C%EF%BC%9A%E4%B8%AD%E5%AD%B8%E7%94%9F%E7%A4%BE%E5%8D%80%E6%96%87%E5%AD%B8%E5%B0%8E%E8%A6%BD2021%EF%BC%8F2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5Nar5BG9-w_Qj6FSJgqouZ33R1UJ76/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5Nar5BG9-w_Qj6FSJgqouZ33R1UJ76/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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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世紀‧鄰里情」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由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社區中心主辦」「新世紀‧鄰里情」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將於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間舉行。如有興趣參加，請向趙燕珊老師查詢。 
 
 

6. 生涯規劃教育講座—「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試學生計劃」 2022（教育局主辦）  

（中六級適用）  

為讓學生認識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及內地升學的情況，教育局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將於 2022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舉辦內地升學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時間 專題講座及分享* 主講嘉賓 地點 

2022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 
(香港)中心高級項目經理

章文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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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選志願策略 

學友社 
學生輔導中心隊長 

(註冊社工) 
陳衍宗先生 

問答環節 章文歡先生、陳衍宗先生 
*講座及分享以廣東話講授 

 
因 1 月 11 日為上課日（Day D），參加同學將要缺席當日 7-8 堂，並由老師帶領出席講座。有興
趣報名的同學，請填妥電子回條。如有疑問，請向關家欣老師查詢。 

 

 

7. 獲獎消息：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  (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主辦之 2021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國際賽  (1C 李康文 ) 

本校 1C 班李康文同學於 2021 年 9 月參加由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 (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主辦之 2021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國際賽。此機械人國際比賽在美國已經舉辦第 21 年，
每年吸引不少國家隊伍參與賽事。今年比賽吸引全球 13 個國家及地區，合共 167 支隊伍，同時進
行比賽。本校學生 1C 班李康文於機械人創意賽初級組獲得亞軍佳績。比賽結果及相關資料歡迎瀏
覽 www.robofesthk.org 比賽網頁。 
 

http://www.robofest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