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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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轉變之際，大家切記要小心保重身體。 
 
明天(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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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下星期是一年一度的福音周，主題為「焫焫焫焫焫焫…著」。老師和教會同工們用心預備

了一連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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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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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校內音樂會 (中一及中五級同學必須出席）  

為提升同學音樂修養及提供表演平台的機會，本年度的校內音樂會將於十二月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 

時間：4:30p.m.-5:30p.m. 
地點：禮堂 

備註：中一及中五級同學必須出席，請於當天 4:30p.m.在地下磚地集隊。若同學因要事未能出席 
音樂會，需於 18/11(五)前交家長信給譚綺雯老師申請。 

 

3.  中四級家長晚會安排（學生必須出席）  

中四級家長晚會於明晚（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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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   

第十一期 
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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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養和百年歷史展」講座  

為了讓學生對大學選修醫科及醫療科學有更深了解，以及認識日常醫務工作，養和醫院將於 11 月
19 日及 12 月 3 日舉辦「養和百年歷史展」博覽，現正邀請中四至中六同學，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19（星期六）及 12 月 3 日（星期六） 
地點：香港醫學博物館 
 

同學如有興趣，可瀏覽活動網址 (https://www.hkmms.org.hk/zh/event-exh/event/hksh_exhibition/)，
自行報名及參與。 

 

5. 香港理工大學微型課堂系列  

為了讓學生參與及體驗更多科學相關活動，香港理工大學理學院將於 11 月舉辦不同課題的微型課
堂，現正邀請中三至中五同學參與課堂。如有興趣，可自行到下列連結報名。(https://polyu.hk/ZTnvA)  

 

6. 生涯規劃教育講座：「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校計劃」（中四至中六級家長適用） 

為了讓家長對內地升學有更多的了解，教育局將舉辦生涯規劃教育講座：「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學校計劃」，屆時將會介紹內地升學計劃及情況，詳情如下： 
 

 第一場 第二場 
日期： 2022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 2023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地點： 九龍工業學校禮堂 
（九龍長沙灣道 332-334 號）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 301 室 

內容： 
-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校計劃 
- 填選志願策略 
- 問答環節 

備註： 
- 以廣東話講授及分享 
- 兩場講座內容相同，只可選報其中一場 
- 每間學校每場最多六位家長參與 

報名： 

請有意參與講座的家長於 2022 年 11 月 20 日前填妥以下報名表，
本校將以先到先得的形式代為報名，取錄結果將透過學生通知家
長。 
 
https://forms.gle/tzEEorKoRvB31Z8Z8 
 

 

如有問題，可聯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陳豪軒老師。 
 
7. 2022「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舉辦 2022「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比賽旨在讓學生對《憲法》、《基本
法》和國家安全的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比賽細則 
1. 比賽採用網上形式進行，每校參賽人數不限。 
2. 參賽學生須於 202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至 12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8:00 至下午 

6:00，須以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登入網站作賽。  
3. 每名學生只可參賽一次，須回答 15 道題目，包括短片題及文字題，限時 10 分鐘。以準確

度最高及答題時間最短為勝出準則。 
4. 若學生重複參賽，大會將取消其參賽資格。 
5. 比賽不設上訴機制。  
6. 獎勵：每組設有個人獎，包括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若同學有興趣參加，可於 2022 年 11 月 18 日前聯絡黃靄玲老師。 

https://www.hkmms.org.hk/zh/event-exh/event/hksh_exhibition/
https://polyu.hk/ZTnvA
https://forms.gle/tzEEorKoRvB31Z8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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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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11 月 11 日至
12 日 

網上 /  
校園 https://infoday.thei.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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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 https://www.ln.edu.hk/admissions/ug/explore-lingu/what-s-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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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uhai.edu.hk/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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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傑出成績  

年度 姓名 學院 學科 獎項 
2020-21 李嘉伶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工作學士 

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2019-20 陳惠萍 工商管理學士 
(人力資源管理學) 

2019-20 洪鎮堯 工商管理學士 
(金融) 

2019-20 雷呈昊 宗教及哲學學士 

2019-20 楊紫棠 歷史學學士 

2018-19 鄭倚婷 
工商管理學士 

(市場) 
2018-19 蔡芷晴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 

2018-19 熊智琳 
商業計算及數據分析 

理學士 

2018-19 盧芍霖 傳理學學士 
(中文新聞專修) 

2017-18 程梓朗 工商管理學士 
(應用經濟) 

2017-18 羅敏妍 傳理學學士 
(中文新聞專修) 

2017-18 李曉欣 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 

2017-18 黃樂穎 
傳理學學士 

(中文新聞專修) 

2018-19 丘栩洋 地理學學士 
校長榮譽榜 

（President’s Honour Roll） 
 

    以上校友學習態度積極，表現傑出，本校謹此恭賀校友獲此優秀成績。 
 

 

 

 

https://infoday.thei.edu.hk/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reg/news/477
https://www.ln.edu.hk/admissions/ug/explore-lingu/what-s-new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infoday.cihe.edu.hk/
https://www.chuhai.edu.hk/zh-hant
https://infoday.hsu.edu.hk/zh/
https://shorturl.at/ryNPT
https://shorturl.at/FQR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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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五級適用) 
選項 1﹕本人同意敝子弟參與校內音樂會並確定敝子弟已符合疫苗接種要求。 

選項 2﹕本人不同意敝子弟參與校內音樂會，因未符合疫苗接種要求，故未能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