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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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大家好！昨天強烈熱帶風暴「尼格」逼近本港，感恩未有造成嚴重破壞。上期與大家分享過不要慶
祝萬聖節及不應參與各式狂歡活動，今期讓我介紹一個我們馬可賓人每年慶祝的節日－－感恩節。 

 

感恩節（Thanksgiving Day）是美國和加拿大共有的節日，原意是感謝上天賜予好收成。美國的感
恩節是在每年 11 月的第四個禮拜四，並從這一天起將休假兩天。像中國的春節一樣，這天，成千上萬
的人們不管多忙，都要和自己的家人團聚。加拿大的感恩節是在每年 10 月第二個禮拜一。 

 

感恩節的由來要一直追溯到美國歷史的開始。1620 年，著名的「五月花號」船滿載了不堪忍受英
國國內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共 102 人到達美洲。1620 年和 1621 年之交的嚴冬，他們處在饑寒交迫之中，
活下來的人只剩下 50 位。在印第安人的幫助下，這批新移民逐漸習慣了在當地的生活方式。在歡慶豐
收的日子，歐陸新移民邀請印第安人一同感謝上天的保守和賜予。後來，每逢 11 月第四個禮拜四，美
國人民便慶祝這個傳統民俗節日－－感恩節。這個節日始於 1621 年，直至 1863 年，美國總統林肯正
式宣佈感恩節為國定假日。美國人過感恩節主要是家人團聚，他們由不同城市趕在感恩節前回家團圓，
然後大家一起享受一頓豐盛的節目晚餐，跟我們中國人過春節十分相似。 

 

我們創校至今都有不同形式的感恩節慶祝活動，為要提醒師生們「常存感恩的心」，要感謝天父賜
與我們：父母、師長、朋友……要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恩情！ 

 

西方社會在感恩節吃火雞慶祝，我們馬可賓人會吃火豬（即是燒肉）慶祝，價錢較為便宜且有香港
特色，同學們反應十分熱烈。雖然今年因應疫情，將會取消吃火豬活動，但我們仍然會讓同學填寫感恩
卡，向身邊的人表達感謝，盼望同學把這份熱情帶回各人家中，分享天父的保守和賜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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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18)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一、二級國際文化交流事宜  

本校獲香港扶輪社邀請與斯里蘭卡扶輪社進行網上文化交流活動，整個過程將以英語進行。透過是次
活動一方面可以互相了解當地的文化及歷史，另一方面可增潤學生的英語能力，是次交流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8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8 時 15 分同學需進入 Zoom 等候區，並由老師進行點名） 
形式：同學在家以 Zoom 網上進行 

連結：https:/ /us02web.zoom.us/ j/82564283640?pwd=T0tpRmVPK2pkcG5qSWdBVC82TitxQT09  

會議 ID： 825 6428 3640  

密碼： 871535  

同學須依照以下格式登入 Zoom 會議室：MKP-班別及學號-英文全名 
例子：MKP-2D01-Chan Tai Man 

服飾：整潔樸素便服（須開啟鏡頭以便交流，如有需要可使用簡單的虛擬背景） 
 

中一、二同學必須出席是次交流活動，活動完結後須完成反思工作紙以鞏固當中的學習，並於 7/11
交給英文科老師（英文科老師已派發該工作紙），若有查詢，歡迎致電 2407 7440 與本校英語環境
組主任龔俊驥老師聯絡。若有特別情況學生當天未能出席，家長須預先寫信給班主任以讓學校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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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   

第十期 
十一月三日 

https://us02web.zoom.us/j/82564283640?pwd=T0tpRmVPK2pkcG5qSWdBVC82TitxQ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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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讚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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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 
日  期：11 月 16、23、30 日、12 月 7 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9:00-10:00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請於 9/11（三）前填妥電子回條。 

 

3.  香港建築中心：『建築入門．大學先修班』網上講座  

香港建築中心將舉辦『建築入門．大學先修班』網上講座，將由五位專業建築師、規劃師園景
師、測量師及工程師，講解五大建築相關學科的升學資訊，工作概況、以及工作以外的社會服
務，詳情如下： 
 
日期： 2022 年 11 月 11 日（五） 
時間： 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形式： ZOOM 
語言： 廣東話 
內容：簡介建築學五大專業學科、行內專業人士分享建築知識，行業概況及社會服務工作 
費用：全免 
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X9JwuEKAfg377xTs6 （成功報名者將會收到電子郵件以作確認） 
截止報名：2022 年 11 月 10 日（四） 
 
請有興趣參與的同學自行報名及參與是次活動。 

 
4. 「展創意‧亮人生‧傷健共融新世代」數碼短片創作比賽  

為鼓勵傷健人士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以及推廣「無障礙社區」和「傷健共融」的精神，展亮技能發
展中心舉辦主題為「展創意‧亮人生‧傷健共融新世代」數碼短片創作比賽，期望能讓數碼新世代
的年青人運用數碼技術及發揮創意，透過製作短片分享如何加深認識、尊重、接納和關懷殘疾人
士，以引起大眾關注，從而實踐／推廣社區傷健共融的訊息。 
 

是次比賽共設有四個組別，分別為「公開及大專生組」、「中學生組」、「特殊學校中學生
組」及「展亮組」。遞交參賽作品的截上日期及時間為 2022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5 時。比
賽章程及參加表格請透過右邊二維碼到達活動頁面下載。 

 

5. 「在家‧好精神」主題式「守門人」家長網上工作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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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4 日（星期四） 報名：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講者：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煒醫生 
內容：1) 加強子女適應能力  

2) 協助子女處理學習壓力 
3) 提升子女抗逆思維能力 https://forms.gle/DXsy8oSKeea95LK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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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電話：3698 3995（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https://forms.gle/X9JwuEKAfg377xTs6
https://forms.gle/DXsy8oSKeea95LK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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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聯教育基金第十五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本計劃旨於協助全港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推廣品德教育，透過漫畫比賽，引導學生認識品德教育的
重要性。比賽詳情如下： 
 
對象：全港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學生。 
範圍：參賽者就以下品德教育主題任擇其一，以漫畫形式表達（參賽數量不限）。 

(1) 善用科技 以人為本 (2) 守法循規 明辨是非 (3) 尊師重道 友愛同學  
(4) 良好習慣 身心健康 (5) 認識中華 弘揚傳統。獎項 

獎項：各組均設冠軍 1 名（書券$1000）、亞軍 1 名（書券$500）、季軍 1 名（書券$300）、 
優異獎 20 名（書券$100）。另設最踴躍參與獎，頒予每組最多參賽作品的三所小學、中學及
幼稚園（書券$200）。 

參加辦法：(1) 請將作品繪載 A4 紙上，每份參賽作品只可以一張 A4 紙表達，單格或四格漫畫均可。 
(2) 如有興趣參加者，請於 2023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前聯絡周錦慧老師。 

 

7.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新冠康復者問卷調查」  

為了解全港新冠康復者的「長新冠」情況，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現邀請曾經被確診新冠人士填寫網
上問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承蒙醫管局支持，現正進行「香港新冠康復者大型研究」，對象為全港
曾被確診 COVID-19 人士。現透過本校積極了解兒童及青少年新冠康復後身體情況。閣下只需要兩
分鐘完成問卷，參與純屬自願性質，醫學院鼓勵家長及監護人陪同貴子女填寫，亦歡迎所有新冠康 
復者包括家長完成此問卷調查。部份合適參加者會被邀請參與第二階段前瞻性腸道微生物研究，
以更了解腸道微生態與長新冠症狀的關係。 
 
是次研究所收集到的數據只供整體分析用途及絕對保密。香港中文大學及新界東醫院聯網臨床研
究倫理聯席委員會已經就本研究進行倫理審查，並予以批准。有意者可 登入以下網址 或 掃描二
維碼 填寫網上問卷，家長亦可陪同子女一同填寫問卷以了解更多長新冠狀況，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53665。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 email 至 cuhklongcovid@cuhk.edu.hk 或 WhatsApp 至 9835-5742 與 
中文大學醫學院長新冠研究團隊聯絡。 

 

8. 屯門區社創活動體驗日  

詳情如下： 
日期：2022年10月30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新會商會中學(屯門良景邨田景路31號) 
活動內容：1. 社企體驗活動（下午1:00-2:00）/（下午3:00-4:00） 

門牌製作／衍紙卡片製作／盆栽種植 
2. 遊戲攤位 
3. 屯門社企展覽 

目標參加者：屯門區內居民（親子及家庭、區內公眾、婦女、學生） 
費用：全免 
遊戲攤位及屯門社企展覽均歡迎公眾即場參與，無需提前報名。 
惟社企體驗活動名額有限，有關名額先到先得，如家長或同學有意參與， 
請經此 Google Form 報名：https://forms.gle/aQzxB8p5zGy419fg6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5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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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研究資助局公眾講座：「人類的演化—言語及農業」  

研究資助局將舉辦公眾講座，屆時邀請三位專家學者介紹其研究成果，有關講座的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 
地點：香港科學館一樓演講廳 
語言：粵語 
即場免費入座，座位先到先得。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及家長請自行參與活動，或透過香港科學館網
站免費收看講座現場直播： 
https://hk.science.museum/zh_TW/web/scm/event/sl/rgcpls.html 
 

 第一節講座 第二節講座 
講題： 語言之旅：演化、認知及神經科學 改革糧食製造與消費模式以應對氣候變化 
講者： 王士元教授，方卓敏博士 戴沛權教授 
時間： 2:30-3:30pm 3:30-4:30pm 

講座內容可見於：https://www.ugc.edu.hk/big5/rgc/about/events/lectures/20221112.html 
 

10. 2022 福音主日  

伙伴教會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於 11 月 13 日（星期日）進行 2022 福音主日，內容
包括詩歌、見證、信息。 
 
主題：心歸何處？ 
日期：13/11/2022 
時間：上午 11：00– 下午 12：30 
講員：陳恩明牧師 
見證：本校中四級學生家長 
地點：馬可賓紀念中學禮堂 
 
歡迎各位家長和同學出席參與。 

 

如有查詢，可致電 2468 4007 聯絡教會同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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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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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公佈 
恒生大學 11 月 19 日 尚未公佈 
樹仁大學 11 月 26 日 校園 https://shorturl.at/ry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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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cience.museum/zh_TW/web/scm/event/sl/rgcpls.html
https://www.ugc.edu.hk/big5/rgc/about/events/lectures/20221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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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shorturl.at/ry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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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向上游教育慈善基金「向上游獎勵計劃」 2022-2023  

「向上游獎勵計劃」，目的為鼓勵在學業或成長經歷中充分表現出奮發向上、迎難而上精神的學
生。本計劃希望藉著提供經濟及學業援助，勉勵來自不同成長背景之青少年，克服自身家庭、健
康、學業等困難，努力不懈地實踐抱負與夢想，貫徹「知識改變命運」理念。 
 
申請對象：中四至中六同學，在體育、音樂、藝術及創意範疇具傑出表現，在 3 年內參與全港性
或代表香港參加世界性賽事。 
 
獎項：中學組約 8-12 位$3,000 

 
評選程序： 
1. 主辦機構檢視所有報名表格並進行初步篩選 
2. 通過初步篩選的候選人會獲安排在指定日子進行面試 
3. 評審委員會會綜合候選人面試表演及評選準則選出獎學金得獎者 
4. 所有得獎學生須出席於指定日子舉行的頒獎禮 
 
評選準則：綜合候選人的成長背景、自身經歷、學業與品行及其抱負作準則，以鼓勵得獎年青人繼
續發奮向上、逆境自強。在過程中，能清楚表達如何堅毅不屈克服困難者為佳。如有需要可以遞交
補充文件或資料(例如影片、獎項證明或推薦信等)，讓評審能更全面了解自己的背景及經歷。 
 
申請方法:向林玉蓮老師查詢及索取報名表。 
校內截止日期：16/11/2022(三) 
 
有關資料可自行查閱有關網站 https://www.uplift.org.hk/uplift-educational-charity-foundation/ 

 

13.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及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9/2022 3D 莊兒霖 
英國國際舞蹈教師協會 IDTA 

第十三屆 IDTA 盃世界公開賽 

職業新星成人組 CRJ 冠軍 

公開雙項青少年組別 CR 冠軍 

9/2022 1D 田峻熙 
屈臣氏田徑會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22 
男子 U14  4X100 米接力 第八名 

10/2022 1D 江俊禮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22 

12 - 13 歲男子組單人繩個人花式 冠軍 

12 - 13 歲男子組個人總成績 亞軍 

12 - 13 歲男子組-30 秒單人繩速度跳 殿軍 

12-13 歲男子組 3 分鐘單人繩耐力跳 第五名 

 
  

https://www.uplift.org.hk/uplift-educational-charity-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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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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大家好！昨天強烈熱帶風暴「尼格」逼近本港，感恩未有造成嚴重破壞。上期與大家分享過不要慶
祝萬聖節及不應參與各式狂歡活動，今期讓我介紹一個我們馬可賓人每年慶祝的節日－－感恩節。 

 

感恩節（Thanksgiving Day）是美國和加拿大共有的節日，原意是感謝上天賜予好收成。美國的感
恩節是在每年 11 月的第四個禮拜四，並從這一天起將休假兩天。像中國的春節一樣，這天，成千上萬
的人們不管多忙，都要和自己的家人團聚。加拿大的感恩節是在每年 10 月第二個禮拜一。 

 

感恩節的由來要一直追溯到美國歷史的開始。1620 年，著名的「五月花號」船滿載了不堪忍受英
國國內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共 102 人到達美洲。1620 年和 1621 年之交的嚴冬，他們處在饑寒交迫之中，
活下來的人只剩下 50 位。在印第安人的幫助下，這批新移民逐漸習慣了在當地的生活方式。在歡慶豐
收的日子，歐陸新移民邀請印第安人一同感謝上天的保守和賜予。後來，每逢 11 月第四個禮拜四，美
國人民便慶祝這個傳統民俗節日－－感恩節。這個節日始於 1621 年，直至 1863 年，美國總統林肯正
式宣佈感恩節為國定假日。美國人過感恩節主要是家人團聚，他們由不同城市趕在感恩節前回家團圓，
然後大家一起享受一頓豐盛的節目晚餐，跟我們中國人過春節十分相似。 

 

我們創校至今都有不同形式的感恩節慶祝活動，為要提醒師生們「常存感恩的心」，要感謝天父賜
與我們：父母、師長、朋友……要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恩情！ 

 

西方社會在感恩節吃火雞慶祝，我們馬可賓人會吃火豬（即是燒肉）慶祝，價錢較為便宜且有香港
特色，同學們反應十分熱烈。雖然今年因應疫情，將會取消吃火豬活動，但我們仍然會讓同學填寫感恩
卡，向身邊的人表達感謝，盼望同學把這份熱情帶回各人家中，分享天父的保守和賜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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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18)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二級家長晚會（學生不須出席）  

本校中二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18 日 7:00pm – 9:15pm 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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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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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家長晚會目的如下： 
 

 讓家長了解如何處理子女手機、上網的問題 
 讓家長了解初中學院畢業要 
 讓家長了解子女在本校的學習概況 
 如何幫助子女善用疫情下的契機 
 加強家校的聯繫與合作，務求更有效幫助學生的學習與成長，建立目標 
 

我們懇請家長務必出席。此外，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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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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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  

第十期 
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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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讚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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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 
日  期：11 月 16、23、30 日、12 月 7 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9:00-10:00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請於 9/11（三）前填妥電子回條。 
 

3.  中一、二級國際文化交流事宜  

本校獲香港扶輪社邀請與斯里蘭卡扶輪社進行網上文化交流活動，整個過程將以英語進行。透過是
次活動一方面可以互相了解當地的文化及歷史，另一方面可增潤學生的英語能力，是次交流詳情如
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8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8 時 15 分同學需進入 Zoom 等候區，並由老師進行點名） 
形式：同學在家以 Zoom 網上進行 

連結：https:/ /us02web.zoom.us/ j/82564283640?pwd=T0tpRmVPK2pkcG5qSWdBVC82TitxQT09  

會議 ID： 825 6428 3640  

密碼： 871535  

同學須依照以下格式登入 Zoom 會議室：MKP-班別及學號-英文全名 
例子：MKP-2D01-Chan Tai Man 

服飾：整潔樸素便服（須開啟鏡頭以便交流，如有需要可使用簡單的虛擬背景） 
 

中一、二同學必須出席是次交流活動，活動完結後須完成反思工作紙以鞏固當中的學習，並於 7/11
交給英文科老師（英文科老師已派發該工作紙），若有查詢，歡迎致電 2407 7440 與本校英語環境
組主任龔俊驥老師聯絡。若有特別情況學生當天未能出席，家長須預先寫信給班主任以讓學校審批。 
 

4.  香港建築中心：『建築入門．大學先修班』網上講座  

香港建築中心將舉辦『建築入門．大學先修班』網上講座，將由五位專業建築師、規劃師園景
師、測量師及工程師，講解五大建築相關學科的升學資訊，工作概況、以及工作以外的社會服
務，詳情如下： 
 
日期： 2022 年 11 月 11 日（五） 
時間： 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形式： ZOOM 
語言： 廣東話 
內容：簡介建築學五大專業學科、行內專業人士分享建築知識，行業概況及社會服務工作 
費用：全免 
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X9JwuEKAfg377xTs6 （成功報名者將會收到電子郵件以作確認） 
截止報名：2022 年 11 月 10 日（四） 
 
請有興趣參與的同學自行報名及參與是次活動。 

 

  

https://us02web.zoom.us/j/82564283640?pwd=T0tpRmVPK2pkcG5qSWdBVC82TitxQT09
https://forms.gle/X9JwuEKAfg377xT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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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家‧好精神」主題式「守門人」家長網上工作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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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4 日（星期四） 報名：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講者：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煒醫生 
內容：1) 加強子女適應能力  

2) 協助子女處理學習壓力 
3) 提升子女抗逆思維能力 https://forms.gle/DXsy8oSKeea95LK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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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電話：3698 3995（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6. 「展創意‧亮人生‧傷健共融新世代」數碼短片創作比賽  

為鼓勵傷健人士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以及推廣「無障礙社區」和「傷健共融」的精神，展亮技能發
展中心舉辦主題為「展創意‧亮人生‧傷健共融新世代」數碼短片創作比賽，期望能讓數碼新世代
的年青人運用數碼技術及發揮創意，透過製作短片分享如何加深認識、尊重、接納和關懷殘疾人
士，以引起大眾關注，從而實踐／推廣社區傷健共融的訊息。 
 

是次比賽共設有四個組別，分別為「公開及大專生組」、「中學生組」、「特殊學校中學生
組」及「展亮組」。遞交參賽作品的截上日期及時間為 2022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5 時。比
賽章程及參加表格請透過右邊二維碼到達活動頁面下載。 

 

7. 南聯教育基金第十五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本計劃旨於協助全港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推廣品德教育，透過漫畫比賽，引導學生認識品德教育的
重要性。比賽詳情如下： 
對象：全港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學生。 
範圍：參賽者就以下品德教育主題任擇其一，以漫畫形式表達（參賽數量不限）。 

(1) 善用科技 以人為本 (2) 守法循規 明辨是非 (3) 尊師重道 友愛同學  
(4) 良好習慣 身心健康 (5) 認識中華 弘揚傳統。獎項 

獎項：各組均設冠軍 1 名（書券$1000）、亞軍 1 名（書券$500）、季軍 1 名（書券$300）、 
優異獎 20 名（書券$100）。另設最踴躍參與獎，頒予每組最多參賽作品的三所小學、中學及
幼稚園（書券$200）。 

參加辦法：(1) 請將作品繪載 A4 紙上，每份參賽作品只可以一張 A4 紙表達，單格或四格漫畫均可。 
(2) 如有興趣參加者，請於 2023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前聯絡周錦慧老師。 
 

8. 屯門區社創活動體驗日  

詳情如下： 
日期：2022年10月30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新會商會中學(屯門良景邨田景路31號) 
活動內容：1. 社企體驗活動（下午1:00-2:00）/（下午3:00-4:00） 

門牌製作／衍紙卡片製作／盆栽種植 
2. 遊戲攤位 
3. 屯門社企展覽 

目標參加者：屯門區內居民（親子及家庭、區內公眾、婦女、學生） 
費用：全免 
遊戲攤位及屯門社企展覽均歡迎公眾即場參與，無需提前報名。 
惟社企體驗活動名額有限，有關名額先到先得，如家長或同學有意參與， 
請經此 Google Form 報名：https://forms.gle/aQzxB8p5zGy419fg6 

https://forms.gle/DXsy8oSKeea95LKfA
https://forms.gle/aQzxB8p5zGy419f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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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研究資助局公眾講座：「人類的演化—言語及農業」  

研究資助局將舉辦公眾講座，屆時邀請三位專家學者介紹其研究成果，有關講座的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 
地點：香港科學館一樓演講廳 
語言：粵語 
即場免費入座，座位先到先得。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及家長請自行參與活動，或透過香港科學館網
站免費收看講座現場直播： 
https://hk.science.museum/zh_TW/web/scm/event/sl/rgcpls.html 
 

 第一節講座 第二節講座 
講題： 語言之旅：演化、認知及神經科學 改革糧食製造與消費模式以應對氣候變化 
講者： 王士元教授，方卓敏博士 戴沛權教授 
時間： 2:30-3:30pm 3:30-4:30pm 

講座內容可見於：https://www.ugc.edu.hk/big5/rgc/about/events/lectures/20221112.html 
 

10. 2022 福音主日  

伙伴教會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於 11 月 13 日（星期日）進行 2022 福音主日，內容
包括詩歌、見證、信息。 
 
主題：心歸何處？ 
日期：13/11/2022 
時間：上午 11：00– 下午 12：30 
講員：陳恩明牧師 
見證：本校中四級學生家長 
地點：馬可賓紀念中學禮堂 
 
歡迎各位家長和同學出席參與。 

 

如有查詢，可致電 2468 4007 聯絡教會同工。 
 

 

11.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新冠康復者問卷調查」  

為了解全港新冠康復者的「長新冠」情況，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現邀請曾經被確診新冠人士填寫網
上問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承蒙醫管局支持，現正進行「香港新冠康復者大型研究」，對象為全港
曾被確診 COVID-19 人士。現透過本校積極了解兒童及青少年新冠康復後身體情況。閣下只需要兩
分鐘完成問卷，參與純屬自願性質，醫學院鼓勵家長及監護人陪同貴子女填寫，亦歡迎所有新冠康 
復者包括家長完成此問卷調查。部份合適參加者會被邀請參與第二階段前瞻性腸道微生物研究，
以更了解腸道微生態與長新冠症狀的關係。 
 
是次研究所收集到的數據只供整體分析用途及絕對保密。香港中文大學及新界東醫院聯網臨床研
究倫理聯席委員會已經就本研究進行倫理審查，並予以批准。有意者可 登入以下網址 或 掃描二
維碼 填寫網上問卷，家長亦可陪同子女一同填寫問卷以了解更多長新冠狀況，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53665。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 email 至 cuhklongcovid@cuhk.edu.hk 或 WhatsApp 至 9835-5742 與 
中文大學醫學院長新冠研究團隊聯絡。 

 

  

https://hk.science.museum/zh_TW/web/scm/event/sl/rgcpls.html
https://www.ugc.edu.hk/big5/rgc/about/events/lectures/20221112.html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5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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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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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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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公佈 
恒生大學 11 月 19 日 尚未公佈 
樹仁大學 11 月 26 日 校園 https://shorturl.at/ry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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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向上游教育慈善基金「向上游獎勵計劃」 2022-2023  

「向上游獎勵計劃」，目的為鼓勵在學業或成長經歷中充分表現出奮發向上、迎難而上精神的學
生。本計劃希望藉著提供經濟及學業援助，勉勵來自不同成長背景之青少年，克服自身家庭、健
康、學業等困難，努力不懈地實踐抱負與夢想，貫徹「知識改變命運」理念。 
 
申請對象：中四至中六同學，在體育、音樂、藝術及創意範疇具傑出表現，在 3 年內參與全港性
或代表香港參加世界性賽事。 
 
獎項：中學組約 8-12 位$3,000 

 
評選程序： 
1. 主辦機構檢視所有報名表格並進行初步篩選 
2. 通過初步篩選的候選人會獲安排在指定日子進行面試 
3. 評審委員會會綜合候選人面試表演及評選準則選出獎學金得獎者 
4. 所有得獎學生須出席於指定日子舉行的頒獎禮 
 
評選準則：綜合候選人的成長背景、自身經歷、學業與品行及其抱負作準則，以鼓勵得獎年青人繼
續發奮向上、逆境自強。在過程中，能清楚表達如何堅毅不屈克服困難者為佳。如有需要可以遞交
補充文件或資料(例如影片、獎項證明或推薦信等)，讓評審能更全面了解自己的背景及經歷。 
 
申請方法:向林玉蓮老師查詢及索取報名表。 
校內截止日期：16/11/2022(三) 
 
有關資料可自行查閱有關網站 https://www.uplift.org.hk/uplift-educational-charity-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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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shorturl.at/ryNPT
https://www.uplift.org.hk/uplift-educational-charity-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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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及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9/2022 3D 莊兒霖 
英國國際舞蹈教師協會 IDTA 
第十三屆 IDTA 盃世界公開賽 

職業新星成人組 CRJ 冠軍 

公開雙項青少年組別 CR 冠軍 

9/2022 1D 田峻熙 
屈臣氏田徑會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22 男子 U14  4X100 米接力 第八名 

10/2022 1D 江俊禮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22 

12 - 13 歲男子組單人繩個人花式 冠軍 

12 - 13 歲男子組個人總成績 亞軍 

12 - 13 歲男子組-30 秒單人繩速度跳 殿軍 

12-13 歲男子組 3 分鐘單人繩耐力跳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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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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至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大家好！昨天強烈熱帶風暴「尼格」逼近本港，感恩未有造成嚴重破壞。上期與大家分享過不要慶
祝萬聖節及不應參與各式狂歡活動，今期讓我介紹一個我們馬可賓人每年慶祝的節日－－感恩節。 

 

感恩節（Thanksgiving Day）是美國和加拿大共有的節日，原意是感謝上天賜予好收成。美國的感
恩節是在每年 11 月的第四個禮拜四，並從這一天起將休假兩天。像中國的春節一樣，這天，成千上萬
的人們不管多忙，都要和自己的家人團聚。加拿大的感恩節是在每年 10 月第二個禮拜一。 

 

感恩節的由來要一直追溯到美國歷史的開始。1620 年，著名的「五月花號」船滿載了不堪忍受英
國國內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共 102 人到達美洲。1620 年和 1621 年之交的嚴冬，他們處在饑寒交迫之中，
活下來的人只剩下 50 位。在印第安人的幫助下，這批新移民逐漸習慣了在當地的生活方式。在歡慶豐
收的日子，歐陸新移民邀請印第安人一同感謝上天的保守和賜予。後來，每逢 11 月第四個禮拜四，美
國人民便慶祝這個傳統民俗節日－－感恩節。這個節日始於 1621 年，直至 1863 年，美國總統林肯正
式宣佈感恩節為國定假日。美國人過感恩節主要是家人團聚，他們由不同城市趕在感恩節前回家團圓，
然後大家一起享受一頓豐盛的節目晚餐，跟我們中國人過春節十分相似。 

 

我們創校至今都有不同形式的感恩節慶祝活動，為要提醒師生們「常存感恩的心」，要感謝天父賜
與我們：父母、師長、朋友……要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恩情！ 

 

西方社會在感恩節吃火雞慶祝，我們馬可賓人會吃火豬（即是燒肉）慶祝，價錢較為便宜且有香港
特色，同學們反應十分熱烈。雖然今年因應疫情，將會取消吃火豬活動，但我們仍然會讓同學填寫感恩
卡，向身邊的人表達感謝，盼望同學把這份熱情帶回各人家中，分享天父的保守和賜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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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18)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長讚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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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 
日  期：11 月 16、23、30 日、12 月 7 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9:00-10:00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請於 9/11（三）前填妥電子回條。 

 

2.  中五級家長晚會安排（學生必須出席）  

中五級家長晚會於明晚（1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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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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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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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   

第十期 
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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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職場接班人—高中生職場體驗計劃」（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未來職場接班人—高中生職場體驗計劃」是一項專為全港高中生而設的職涯探索計劃，由中國
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資助，旨在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協助同學了解香港的各行各業，規劃未來
職業方向。詳情如下： 
 
計劃日期︰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2 月 
內容*#︰  兩日一夜訓練營、企業參觀、Design Thinking 及溝通技巧工作坊 
、升學及選科策略工作坊等 
費用︰  港幣三百元正 
（領取書簿津貼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之學生收費為港幣一百元） 
 
*出席率達 80%的參加者將獲發由本中心發出的證書 
#表現優異的參加者更有機會獲選參加日後舉辦的內地實習及考察計劃 
計劃資訊可見於：http://hkacdc.org.hk/careertaster 

如同學有意參與體驗計劃，請於 11 月 10 日前向升學及職業輔導組陳豪軒老師查詢報名方法。 
 

4.  香港建築中心：『建築入門．大學先修班』網上講座  

香港建築中心將舉辦『建築入門．大學先修班』網上講座，將由五位專業建築師、規劃師園景
師、測量師及工程師，講解五大建築相關學科的升學資訊，工作概況、以及工作以外的社會服
務，詳情如下： 
 
日期： 2022 年 11 月 11 日（五） 
時間： 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形式： ZOOM 
語言： 廣東話 
內容：簡介建築學五大專業學科、行內專業人士分享建築知識，行業概況及社會服務工作 
費用：全免 
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X9JwuEKAfg377xTs6 （成功報名者將會收到電子郵件以作確認） 
截止報名：2022 年 11 月 10 日（四） 
 
請有興趣參與的同學自行報名及參與是次活動。 

 
5. 2022 福音主日  

伙伴教會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於 11 月 13 日（星期日）進行 2022 福音主日，內容
包括詩歌、見證、信息。 
 
主題：心歸何處？ 
日期：13/11/2022 
時間：上午 11：00– 下午 12：30 
講員：陳恩明牧師 
見證：本校中四級學生家長 
地點：馬可賓紀念中學禮堂 
 
歡迎各位家長和同學出席參與。 

 

如有查詢，可致電 2468 4007 聯絡教會同工。 
 

  

http://hkacdc.org.hk/careertaster
https://forms.gle/X9JwuEKAfg377xT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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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家‧好精神」主題式「守門人」家長網上工作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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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4 日（星期四） 報名：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講者：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煒醫生 
內容：1) 加強子女適應能力  

2) 協助子女處理學習壓力 
3) 提升子女抗逆思維能力 https://forms.gle/DXsy8oSKeea95LK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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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電話：3698 3995（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7. 南聯教育基金第十五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本計劃旨於協助全港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推廣品德教育，透過漫畫比賽，引導學生認識品德教育的
重要性。比賽詳情如下： 
 
對象：全港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學生。 
範圍：參賽者就以下品德教育主題任擇其一，以漫畫形式表達（參賽數量不限）。 

(1) 善用科技 以人為本 (2) 守法循規 明辨是非 (3) 尊師重道 友愛同學  
(4) 良好習慣 身心健康 (5) 認識中華 弘揚傳統。獎項 

獎項：各組均設冠軍 1 名（書券$1000）、亞軍 1 名（書券$500）、季軍 1 名（書券$300）、 
優異獎 20 名（書券$100）。另設最踴躍參與獎，頒予每組最多參賽作品的三所小學、中學及
幼稚園（書券$200）。 

參加辦法：(1) 請將作品繪載 A4 紙上，每份參賽作品只可以一張 A4 紙表達，單格或四格漫畫均可。 
(2) 如有興趣參加者，請於 2023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前聯絡周錦慧老師。 

 

8.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新冠康復者問卷調查」  

為了解全港新冠康復者的「長新冠」情況，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現邀請曾經被確診新冠人士填寫網
上問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承蒙醫管局支持，現正進行「香港新冠康復者大型研究」，對象為全港
曾被確診 COVID-19 人士。現透過本校積極了解兒童及青少年新冠康復後身體情況。閣下只需要兩
分鐘完成問卷，參與純屬自願性質，醫學院鼓勵家長及監護人陪同貴子女填寫，亦歡迎所有新冠康 
復者包括家長完成此問卷調查。部份合適參加者會被邀請參與第二階段前瞻性腸道微生物研究，
以更了解腸道微生態與長新冠症狀的關係。 
 
是次研究所收集到的數據只供整體分析用途及絕對保密。香港中文大學及新界東醫院聯
網臨床研究倫理聯席委員會已經就本研究進行倫理審查，並予以批准。有意者可 登入以
下網址 或 掃描二維碼 填寫網上問卷，家長亦可陪同子女一同填寫問卷以了解更多長新
冠狀況，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53665。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 email 至 cuhklongcovid@cuhk.edu.hk 或 WhatsApp 至 9835-5742 與 
中文大學醫學院長新冠研究團隊聯絡。 

 

  

https://forms.gle/DXsy8oSKeea95LKfA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5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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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展創意‧亮人生‧傷健共融新世代」數碼短片創作比賽  

為鼓勵傷健人士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以及推廣「無障礙社區」和「傷健共融」的精神，展亮技能發
展中心舉辦主題為「展創意‧亮人生‧傷健共融新世代」數碼短片創作比賽，期望能讓數碼新世代
的年青人運用數碼技術及發揮創意，透過製作短片分享如何加深認識、尊重、接納和關懷殘疾人
士，以引起大眾關注，從而實踐／推廣社區傷健共融的訊息。 
 

是次比賽共設有四個組別，分別為「公開及大專生組」、「中學生組」、「特殊學校中學生
組」及「展亮組」。遞交參賽作品的截上日期及時間為 2022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5 時。比
賽章程及參加表格請透過右邊二維碼到達活動頁面下載。 
 

10. 屯門區社創活動體驗日  

詳情如下： 
日期：2022年10月30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新會商會中學(屯門良景邨田景路31號) 
活動內容：1. 社企體驗活動（下午1:00-2:00）/（下午3:00-4:00） 

門牌製作／衍紙卡片製作／盆栽種植 
2. 遊戲攤位 
3. 屯門社企展覽 

目標參加者：屯門區內居民（親子及家庭、區內公眾、婦女、學生） 
費用：全免 
遊戲攤位及屯門社企展覽均歡迎公眾即場參與，無需提前報名。 
惟社企體驗活動名額有限，有關名額先到先得，如家長或同學有意參與， 
請經此 Google Form 報名：https://forms.gle/aQzxB8p5zGy419fg6 

 

11.  「升學策略坊」—模擬放榜  X 內地升學  X 應試攻略」（中六級適用）  

青年新世界將舉辦「「升學策略坊」，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5 日（六） 
時間：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 Y 劇場 （香港柴灣柴灣道 238 號 2 樓） 
人數：100 人 （須預先網上登記，位置有限先到先得，登記後會收到電郵確認） 
費用：全免 
內容：- 提升 DSE 準考生對不同科目的應試技巧 

- 讓 DSE 準考生體驗 DSE 放榜 
- 讓 DSE 準考生了解更多與內地升學相關的資訊 

 
有意參與的中六學生請自行報名及參與。 
報名：https://www.ynw.hk/form/?form_id=2716 
 

  

https://www.ynw.hk/form/?form_id=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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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資助局公眾講座：「人類的演化—言語及農業」  

研究資助局將舉辦公眾講座，屆時邀請三位專家學者介紹其研究成果，有關講座的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 
地點：香港科學館一樓演講廳 
語言：粵語 
即場免費入座，座位先到先得。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及家長請自行參與活動，或透過香港科學館網
站免費收看講座現場直播： 
https://hk.science.museum/zh_TW/web/scm/event/sl/rgcpls.html 
 

 第一節講座 第二節講座 
講題： 語言之旅：演化、認知及神經科學 改革糧食製造與消費模式以應對氣候變化 
講者： 王士元教授，方卓敏博士 戴沛權教授 
時間： 2:30-3:30pm 3:30-4:30pm 

講座內容可見於：https://www.ugc.edu.hk/big5/rgc/about/events/lectures/20221112.html 
 

13. 向上游教育慈善基金「向上游獎勵計劃」 2022-2023  

「向上游獎勵計劃」，目的為鼓勵在學業或成長經歷中充分表現出奮發向上、迎難而上精神的學
生。本計劃希望藉著提供經濟及學業援助，勉勵來自不同成長背景之青少年，克服自身家庭、健
康、學業等困難，努力不懈地實踐抱負與夢想，貫徹「知識改變命運」理念。 
 
申請對象：中四至中六同學，在體育、音樂、藝術及創意範疇具傑出表現，在 3 年內參與全港性
或代表香港參加世界性賽事。 
 
獎項：中學組約 8-12 位$3,000 

 
評選程序： 
1. 主辦機構檢視所有報名表格並進行初步篩選 
2. 通過初步篩選的候選人會獲安排在指定日子進行面試 
3. 評審委員會會綜合候選人面試表演及評選準則選出獎學金得獎者 
4. 所有得獎學生須出席於指定日子舉行的頒獎禮 
 
評選準則：綜合候選人的成長背景、自身經歷、學業與品行及其抱負作準則，以鼓勵得獎年青人繼
續發奮向上、逆境自強。在過程中，能清楚表達如何堅毅不屈克服困難者為佳。如有需要可以遞交
補充文件或資料(例如影片、獎項證明或推薦信等)，讓評審能更全面了解自己的背景及經歷。 
 
申請方法:向林玉蓮老師查詢及索取報名表。 
校內截止日期：16/11/2022(三) 
 
有關資料可自行查閱有關網站 https://www.uplift.org.hk/uplift-educational-charity-foundation/ 

  

https://hk.science.museum/zh_TW/web/scm/event/sl/rgcpls.html
https://www.ugc.edu.hk/big5/rgc/about/events/lectures/20221112.html
https://www.uplift.org.hk/uplift-educational-charity-foundation/


編號：22/23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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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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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公佈 
恒生大學 11 月 19 日 尚未公佈 
樹仁大學 11 月 26 日 校園 https://shorturl.at/ry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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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及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9/2022 3D 莊兒霖 
英國國際舞蹈教師協會 IDTA 

第十三屆 IDTA 盃世界公開賽 

職業新星成人組 CRJ 冠軍 

公開雙項青少年組別 CR 冠軍 

9/2022 1D 田峻熙 
屈臣氏田徑會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22 
男子 U14  4X100 米接力 第八名 

10/2022 1D 江俊禮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22 

12 - 13 歲男子組單人繩個人花式 冠軍 

12 - 13 歲男子組個人總成績 亞軍 

12 - 13 歲男子組-30 秒單人繩速度跳 殿軍 

12-13 歲男子組 3 分鐘單人繩耐力跳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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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shorturl.at/ryN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