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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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賓十分看重謙卑、感恩、僕人領袖的教導，這是為什麼呢？ 
 

一個人所擁有或得到的認同並不單是他個人努力這般簡單；他一定得到家人、朋友及師長的關愛和
支持，所以謙卑不是叫我們故作禮讓或簡單地否定現況，而是讓我們更看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這份
互相體諒及付出的精神傳承下去。若有這樣的情懷，感謝的心更會自然流露，我們懂得珍惜就更要運用
恩賜，好好為其他人設想，幫助弱勢社群，服侍和領導便融為一體，為人生的目標訂下方向。 
 

例如本校的長者學苑便是鼓勵同學向長者學習人生經歷，讓同學明白不同年紀人士也是社會上寶貴
的一群。大家能以愛心互相服侍，用和平彼此聯絡是一種福氣。而今年的中四級同學更於上星期六及本
星期六上午為長者設計及安排攤位遊戲及手工藝班，在此謹向各中四級同學、班主任及活動負責老師致
謝，你們在主內的心意及勞苦一定蒙主的悅納。各家長可於本校網頁瀏覽活動情況。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派發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  

今天將派發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通告，請家長督促子女細閱其內容，並作好準備迎接考試。 
 

2.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將於今天派發一月及二月份飯單，同學須於十二月五至十一日前交回小食部，沒有飯單的同
學請到小食部索取，家長也可到小食部交回飯單。大茶壺辦公時間由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請家長
留意飯單背頁的退飯須知，如有查詢，可致電小食部 2463 8218 或辦公室 2461 5536。 
 

3. AFS 交流計劃簡介會  

本校已連續三年和 AFS 協作，安排丹麥及德國藉學生到我校作一年制的交流生，增進同學對
其他文化的認識及英語能力；為推廣香港學生到外地交流，AFS 將舉辦交流計劃簡介會，其
中一場簡介會將於本校舉行，期望馬可賓學生及家長能抽空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點：1.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本校 G01 室) 或 

2.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香港灣仔愛群道 9 號) 或 
3. 九龍真光中學 (九龍沙福道真光里 1 號)  

活動內容：透過簡報、分享及問答環節，與家長及學生介紹各種短期及一年制的國際交流生
計劃；並簡介成為外地交流生在港接待家庭的好處及辦法。 

對象：新界區家長及中學生 
參加辦法：請致電 AFS 留座（電話：2802 0383）。 

 

4. 聖經朗誦節事宜  

由漢語聖經協會主辦的第二十屆聖經朗誦節，將於2015年3月進行。今年大會的主題是「家」多
一點愛。如同學有興趣報名參加是項比賽，請於12月10日前聯絡龎敏媚老師（廣東話組）或周
笑霞老師（普通話組）報名。如有查詢，請與龎敏媚老師聯絡。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第十五期 
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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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創「賓」紛同樂日  

本校中四級學生於本周六(12 月 6 日)升中校園遊時段內，舉辦「『共』創『賓』紛同樂日」的跨代
共融成長活動，由他們設計有獎攤位遊戲及具創意的手工藝工作坊，帶出跨代共融的信息。同樂日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4 年 12 月 6 日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半 
地點：本校磚地 詳情可留意第十三期《家訊‧家書》附件的宣傳單張 

 

歡迎所有同學參與，亦可帶同家中長者和家人一起出席是次活動，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聯絡 
林珏怡老師。 

 

6.  上海杭州交流團（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本校將於復活節假期舉辦上海杭州交流團，希望透過實地研習，加深學生對祖國歷史及文化的認
識，親身體驗國家的風俗民情，認識水利及經濟金融的發展，並讓學生與當地中學生作文化交流，
從而擴闊視野。 

 

是次交流團由本校老師帶領，並由學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協辦，屬學習性質，故參與同學須於旅途
中進行考察及交流工作。完成旅程後，亦須完成相關課業，並於週會上與同學分享學習經歷。 

 

有關交流團的詳情如下： 
舉行日期：20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至 4 月 10 日(星期五) (4 日 3 夜) 
交流地點：上海、杭州 
參加人數：34 人 
對  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團  費：港幣 4280 元* 
(包括機票、住宿、膳食、作業、交通、稅項、保險、領隊費、導遊費、所有景點入場費、燃油附加
費，但不包括航空公司臨時增加之燃油附加費或其他附加費用) 

 

航班安排：乘搭港龍航空公司(KA)往返 
 

日期 路線 班次 預計起飛時間 預計到達時間 
7/4/2015 香港杭州 KA 620 12:30 14:25 

10/4/2015 上海香港 
KA 875 
CX 369 

16:30 
17:35 

19:05 
20:15 

 

住宿安排：杭州梅子青酒店、上海樂泰精品花庭酒店或同級（當地三星級酒店） 
 

行程安排： 
第一天：香港杭州 ～ 斷橋 ～ 清河坊 
第二天：杭州一所中學進行交流活動 ～ 乘船遊覽西湖 ～ 蘇堤 ～中國京杭大運河博物館  

乘車前往上海 ～ 上海外灘 
第三天：中華藝術宮(世博中國館) ～ 陸家嘴金融區 ～ 陸家嘴中心綠地 ～ 環球金融中心(外觀)  

～ 金茂大廈(外觀) ～ 東方明珠塔 ～ 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 ～ 新天地廣場 ～  
南京路步行街 

第四天：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 城隍廟 ～ 上海香港 
 

中一至中五同學，必須於 2014 年 12 月 8 日或前填妥回條，表示是否有意參加並交回校務處。本校
將於 12 月 19 日或 2014 年 12 月 22 日期間為有意參加者舉行面試，以作甄選，故同學必須密切留意
面試安排，如未能出席面試者，即當放棄論。獲取錄的同學將於一月中接獲通知，並須於二月中開
始分期繳交有關費用及有效的旅遊證件副本，以及於二、三月期間接受訓練。 

 

如對是次活動有任何查詢（如旅費津貼），請聯絡龐敏媚老師（德育及國民教育組、歷史科）、周笑
霞老師（普通話科）或戴觀豪老師（中國歷史科）。 
 

7. 珠海學院校長推薦計劃  

此計劃推薦品行良好，並有志升讀香港珠海學院文、商、理工三個學院轄下的 11 個獲香港政府認
可學位課程的同學。珠海學院更會向獲推薦而最終入讀的學生，頒發「減免首年學費獎學金」，每
名得獎學生可獲約港幣 2 萬元獎學金，名額 1 至 3 個。是項推薦計劃更設有「傑出成就獎」及「優
秀運動員獎學金」，鼓勵在運動或其他領域有卓越表現的同學入讀。有關申請細則及報名表，已上
載本校網站的「中六文憑試升學資訊欄」，如有興趣，請於 12 月 15 日之前填妥報名表，交回鄭卓
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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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  

教育局於本年 11 月推出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由 2015╱16 學年起，資助三屆每屆最多 100 名學
生到香港境外的世界知名大學進修，從而培養具備環球視野，以及一流教育水平的優秀人才。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兩項準則才符合資格申請獎學金計劃的資助： 
(a) 擁有本港居留權或本港入境權或持單程證進入香港；以及 
(b) 在境外課程開展前連續在港住滿三整年。 
 

為確保清楚無誤，申請人如不能證明畢業後回港工作，將不獲考慮。此外，以學生或受養人簽證來
港的學生，亦不符合資格申請獎學金計劃的資助。合資格的學生如有意於 2015／16 學年開始在香
港境外的世界知名大學升讀學士學位或研究院課程，可遞交獎學金申請表格。在學士學位課程方
面，只有在港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學生才符合資格。這涵蓋所有在港接受高中教育的香港學生，包
括在港修讀本地課程(例如香港中學文憑)和非本地課程(例如國際文憑)的學生。在研究院課程方面
(包括碩士和博士學位或同等資歷的課程)，學生只要符合上文(a)和(b)項所述的準則，不論其學士學
位學歷是在本港或境外取得，均符合資格。申請人可在申請表內填上最多三所大學及課程，並須提
交文件證明已報讀所選的大學和課程，以支持其獎學金申請。若想了解申請詳情，請瀏覽網站
http://www.edb.gov.hk/hkses。 
 

同學如有興趣申請，請填妥申請表，並於 12 月 15 日前交回梁健儀老師。 
 

9. 英國教育展  

由英國文化協會主辦，英國教育展雲集超過 90 間英國院校，包括中小學、延續教育學院及大學參
展。院校代表更會即場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大學、專上學院及中小學課程的升學資訊。展覽期間更設
多場升學講座，主題涵蓋香港中學文憑與英國學制的銜接、UCAS 申請程序及 IELTS 備試策略等，歡
迎家長及同學到場參觀。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1 月 24 至 25 日 
時間：下午 1 時至晚上 7 時 
地點：灣仔港灣道 1 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5G 展覽廳 

 

10. 各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專生活和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新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
開放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專名稱 日期 各大專名稱 日期 

IVE 柴灣院校 
香港柴灣盛泰道 30 號 
 

IVE 觀塘院校 
九龍觀塘曉明街 25 號 

5-6/12/2014 
（五、六） 

上午十一時開始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及 IVE(李惠利) 
新界將軍澳景嶺路 3 號 
 

IVE 沙田院校 
新界沙田源禾路 21 號 

12-13/12/2014 
（五、六） 

上午十一時開始 

以下網址可查詢 IVE 各院校及網上登記課程資料：www.vtc.edu.hk/infoday 

 

11.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5/11/2014 
1D王婉榕 

屯門文藝協進會 中西區器樂比賽 2014 
中樂彈撥 B組少年高級組 冠軍 

－ 積極參與團體獎 優異獎 

16/11/2014 3B 劉允禧 香港壁球總會 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男子 15 歲以下組遺材賽 冠軍 
 

http://www.edb.gov.hk/hk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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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上海杭州交流團（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上海杭州交流團活動，並  同意敝子弟申請參加是次活動。 

 不同意敝子弟申請參加是次活動。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四年十二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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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