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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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新春假期已過，容我在此再次恭賀各位家長新春快樂、兔年進步、身體健康。2 月 18 日(六)
為家長日，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與班主任面談，一起攜手幫助子女茁壯成長。 

 
下學期剛剛開始，在體育比賽中，半場休息後往往是另一種心態，甚至轉捩點，領先隊伍必先更

加集中精神，務求更投入比賽，發揮得更好，否則不一定保持優勢。落後者會檢討不足之處，加緊改
善，激勵士氣，扭轉逆境並不是不可能。疫情已進入尾聲，社會亦逐步復常，希望各同學抱持謙卑求
進的態度，更投入今學年的下半場，力求突破自己，獲取更豐富的收穫。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民數記 6:24-26)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校會親子一天遊：沙田帝都酒店自助午餐、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及西九文化藝術公園  

本校家校會將舉行一天遊活動，藉此讓大家享受一個愉快的週末及親子同樂。若子女未能出席，
亦歡迎家長報名參加。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23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八時集合，大約下午四時回校 
費用：$200 (大小同價，已扣除家校會資助每位$80，每個家庭最多津貼 4 位，第 5 位起每位$280) 
支票抬頭：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名額：120 人  
 

備註： 
(1) 團費已包括故宮門票、交通、自助餐、專業導遊及旅遊平安保險。 
(2) 參加者需跟隨當日出發時政府防疫條例。 
(3) 如出發前兩小時，香港天文台已懸掛或已宣佈將於兩小時內懸掛 8 號颱風訊號，當日團自動

取消，是次活動將改期進行。 
 

行程： 
08:00-08:30 於學校集合 12:30-13:00 乘車前往沙田帝都酒店 
08:30-09:15 乘車前往西九文化藝術公園 13:00-14:30 享用沙田帝都酒店自助午餐 
09:15-10:00 遊覽西九文化藝術公園自由活動 15:00-16:00 乘車返回學校 
10:15-12:15 遊覽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1-7 館)   

報名方法：請於 2 月 10 日前(星期五)前填妥回條，校務處將聯絡家長遞交參加者資料及繳交款
項，如報名人數超出名額上限，以親子形式報名將獲優先，餘額以先報先得處理。 
(報名以交費作實)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 
 

第二十期 
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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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親子書法班  

書法是中國重要的傳統文化，是表現漢字形體美韻的生活藝術。學習書法可以修身養性，培養內涵；
而練字則能磨練耐性、調節情緒。本校家長事務組將舉行親子書法班（家長必須與子女一同出席），
邀請陳清老師擔任導師，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2 月 25 日(六)、3 月 4 日(六)、3 月 11 日(六)及 3 月 18 日(六) 
 時間：10:30a.m.-12:30p.m. 
 導師：陳清老師  
          (陳清老師乃資深美術工作者及畫家，擅長西洋畫和中國書法， 

尤其精於畫肖像。) 
 地點：美術室 
 收費：每位$80 (材料費) 
 名額：共 20 人 (先報先得)  
 

成功參加者將收到電話確認，如有問題，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3. 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 - 2022-2023 學年工作體驗計劃（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為進一步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工作體驗計劃，建立支持年輕一代進行生涯規劃的文化，教育局由
2016/17 學年起舉辦「工作體驗運動」，至今已有超過 220 間工商機構及社區組織參與該運動，涵蓋
30 多個業務範疇。詳情如下： 

活動目標： 透過真實的職場體驗，幫助同學認識不同機構和企業的實際運作和體
驗不同崗位的日常工作，從而更加了解自己及職業性向 

活動性質： 屬教育活動，並非學徒訓練或工作實習計劃，學生必須透過學校申請 

運作模式： 
為期一般應不多於 3 天，若連接學校假期則不多於 5 天。工作體驗應
於下午 8 時前進行，最長工作時數每天應不多於 8 小時（不包括小休
及午膳時間） 

計劃詳情： https://careerguidance.edb.hkedcity.net/zh-hk/work-experience 

工作體驗機構名單
（2023 年 3 月至 5 月）： 

https://careerguidance.edb.hkedcity.net/docs/default-source/4-
wep-invitation-letter/2021-2022-q3-invitation-
letter.pdf?sfvrsn=b11734f4_6 

重要事項： 

1. 為了減少在上課天學習的影響，同學應優先考慮申請在復活節假
期（即 4 月 5 至 16 日）所舉辦的工作體驗 

2. 為了令活動能順利進行，同學一旦獲選，必須出席及完成全部活動
（包括簡介會及/或檢討會） 

3. 教育局會向完成整個活動，並且在參考過機構的意見後，向表現
積極的同學頒發證書，以示鼓勵 

4. 經學校批准的活動會納入「綜合保險計劃」的承保範圍。然而，
「綜合保險計劃」並非學生的個人全面保險，如家長希望獲得更
全面保障，可考慮自行向任何保險公司另外投保 

報名安排： 

如高中同學有意報名參與是次計劃， 
1. 家長及同學必須先仔細閱讀計劃詳情（見上） 
2. 同學須於官方截止日期計起，10 個上課天前聯絡陳豪軒老師或蔡

嘉銘老師，並繳交不少於 300 字文章（中英皆可，應講述參加工作
體驗計劃的原因及學習目標），以便進行校內面試及完成報名手
續。 

 
如對該計劃有任何問題，可聯絡本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陳豪軒老師或蔡嘉銘老師。 

 

  

https://careerguidance.edb.hkedcity.net/zh-hk/work-experience
https://careerguidance.edb.hkedcity.net/docs/default-source/4-wep-invitation-letter/2021-2022-q3-invitation-letter.pdf?sfvrsn=b11734f4_6
https://careerguidance.edb.hkedcity.net/docs/default-source/4-wep-invitation-letter/2021-2022-q3-invitation-letter.pdf?sfvrsn=b11734f4_6
https://careerguidance.edb.hkedcity.net/docs/default-source/4-wep-invitation-letter/2021-2022-q3-invitation-letter.pdf?sfvrsn=b11734f4_6


編號：22/23年度二月份（家訊）第二十期 

4. 職業探索活動（三）：和諧粉彩體驗班暨分享會  

本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將舉辦「和諧粉彩體驗班暨分享會」，屆時同學可以和諧粉彩進行創作，發
掘個人技能及培養興趣，導師也會分享學習和諧粉彩期間的心得及相關工作經歷，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23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 

地點：本校 211 室 

時間：下午 3 時 55 分至 5 時 40 分 

名額：15 人 

費用：全免 

備註： 

1) 鼓勵同學自備圍裙 

2) 當日導師將提供和諧粉彩、畫紙及其他所需材料 

 

 

導師作品 

 

有意參加的同學，請於 2023 年 2 月 17 日前填妥以下報名表；本組將透過電子通告形式通知獲取
錄同學。 

報名表：https://forms.gle/dApW6SKaaiUHSHSC9 （須先以 MKP Gmail 帳戶登入） 
 

如有問題，可聯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陳豪軒老師。 

 

 

5. 「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2022/23  

為表揚學生積極參與學術性的校本或校外活動，建立興趣和目標，挑戰自我，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家校會）舉辦一項名為「伴你高飛」獎勵計劃。學校可選出不多於 20 名學生為得獎者，而
每名得獎者均有機會獲得嘉許證書 1 張及香港廸生尼樂園免費門票 2 張。 

 

參加者須以文字（建議 300 字內）、繪畫或短片形式（不多於 2 分鐘）記錄積極參與非學術性的校
本或校外活動（例如：義工服務、藝術表現）的過程和得著，以及家長在過程中所給予的支持。 

 

有意參加的同學須於 2 月 10 日或之前將文字、繪畫作品或儲存短片的 USB 儲存器交給林玉蓮協理
副校長或鄧俊維老師。 

 

6. 「校園復常‧好精神」專頁  

教育局於 2023 年 1 月 26 日在「校園復常‧好精神」網站推出「校園復常‧好精神」專頁，為學
校及家長提供多元化的實用資源（如錦囊、資源包及短片等，協助他們提升一般學生的適應力、
及早識別有精神健康風險的學生，以及就學生的不同需要（包括精神病患的學生及跨境學童等）
提供針對性支援，幫助學生重拾正常的學習和社交生活。 

 

「校園復常‧好精神」專頁網址：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romotional-resources-for-

schools/95.html 

 

 

  

https://forms.gle/dApW6SKaaiUHSHSC9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romotional-resources-for-schools/95.html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romotional-resources-for-schools/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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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多點守護」－  家長網上工作坊（教育局主辦）（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中學生在成長路上面對不少的挑戰，例如適應生理上的轉變、應付學業壓力、處理朋輩關係等，難
免會感到緊張、徬徨。我們鼓勵家長給予子女多點關心和支持，這對於幫助他們面對壓力是非常重
要的。同時，家長需多關注和守護子女的精神健康，及早識別他們在精神或情緒上的需要，給予適
當的回應，並適時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有見及此，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新界東）組將於 2 月舉
辦名為「『家』多點守護」的家長網上工作坊，藉以提升家長對子女精神健康的認識及加強對子女
的支援。 
 
對象：中四至中六學生的家長 
時間：上午9:30至上午11:30 (上午9:15開始登入） 
講者：江偉賢博士（臨床心理學家） 
形式：透過Zoom軟件，以網上形式進行 
 
工作坊詳情： 

節次 日期 內容 

一 2023年2月17日 
（星期二） 

• 青春期子女的情緒變化 
• 家庭對於青春期子女在精神健康發展方面的重要性及父母角色定位 
• 父母如何辨識子女面對精神健康問題的訊號 

二 2023年2月24日 
（星期五） 

• 青春期子女的成長發展階段及需關注的情緒困擾特徵 
• 以實證為本的策略，用青春期子女受落的方式緩解情緒/ 精神健康

困擾 

三 2023年3月3日 
（星期五） 

• 子女受情緒/ 精神健康困擾時的即時應對技巧 
• 與子女建立有效的溝通模式以助處理其情緒困擾、衝突和對抗行為 

四 2023年3月10日 
（星期五） 

• 如何兼具情與理，在與青春期子女相處中管教而不失關係 
• 如何透過自我關顧去提升自己幫助子女的能力 
• 專業人士的介入角色及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 社區資源介紹 

 

報名方法：有意參加上述工作坊的家長請於 2023 年 2 月 8 日或之前透過以下連結或二維碼（QR 
code）報名： 
 

https://forms.office.com/r/KMWsZmp7nQ 
 

 

由於名額有限，報名將以先到先得形式辦理。 

 

備註： 

1. 本工作坊將以粤語進行。 

2. 獲取錄的家長將於工作坊舉行前一星期內收到確認電子郵件，通知網上工作坊的登入詳情及有
關資訊，因此請參加者確保填寫的電郵地址正確。如沒有收到電郵通知，即表示申請未獲接
納。 

3. 請家長保留以上資料作參考，並盡量抽空出席所有工作坊。 

4. 如舉行工作坊當日早上 6：30 或之後懸掛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該日的工
作坊將會取消。 

5. 如對工作坊有任何查詢，請與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新界東）組郭頌婷女士（電話號碼：3547 

2221）聯絡。 

  

https://forms.office.com/r/KMWsZmp7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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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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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22 2A 潘悅希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Music@e-Contest 

12-14 歲(敲擊樂組) 優異 

敲擊樂組 銀獎 

/ 2D 楊溢彤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入選香港代隊 2023 

8/2022 4C 穎晞 JUMPER 繩舞館 
JUMPER CONTEST 2022 

個人賽女子組 15-16 歲 
30 秒交叉開二重跳 冠軍 

個人賽女子組 15-16 歲 
1 分鐘指定花式 冠軍 

個人賽女子組 15-16 歲 
30 秒單車步 冠軍 

10/2022 4C 穎晞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22(團體挑戰賽) 

15 年歲或以上公開組- 
單人繩速度接力比賽(4X30 秒) 冠軍 

15 年歲或以上公開組- 
單人繩二重跳接力比賽 

(2X30 秒)  
冠軍 

15 年歲或以上公開組- 
交互四人速度跳接力比賽 

(4x30 秒)  
亞軍 

15 年歲或以上公開組- 
團體交互繩比賽 

(45-75 秒)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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