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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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六（2 月 14 日）為全校家長日，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大部份同學在上學期都積極向學，
令家長及老師十分欣慰，就讓我們一起向他們作出鼓勵和肯定。 

 

很快便會進入羊年，羊在聖經中不同的經卷也會出現，代表不同的意思及喻意。但總的來說，
上帝看顧衪的兒女像牧羊人看顧羊群般，所以羊年也是提醒我們感恩的重要。 

 

詩篇第一百篇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所造， 

也是屬於他的，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 
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提名  
新一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提名現已開始，詳情可細閱附件「有關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提名」通告
及回條，敬請家長留意。 

 
2. 提高警覺  預防流感、手足口病和其它傳染病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公布，一些傳染病如人類豬型流感、呼吸道疾病、水痘及手足口病等不
時於院舍及學校爆發。因此，學校已經常徹底清洗及消毒校園，亦會促請全校學生/教職員，注意
個人及學校環境衞生。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呼籲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亦須提醒 貴
子弟時刻保持個人及校園環境衞生，及注意以下各點： 

‧ 如子女有腹瀉、嘔吐及皮疹病徵，應盡快求醫；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類流感徵狀，必須
立即戴上口罩和盡早求診，且須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狀消
失及退燒後至少兩天(以較長者為準)才可回校。 

‧ 如子女感染手足口病，應留在家中休息，直至發燒消退及水疱乾涸、結痂後，才可回校上課。
作為額外預防措施，如子女受腸病毒 71 型感染，應在所有病徵完全消失後兩週內都不要返校。 

‧ 如子女有不適或須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學校在有需要時會向衞生防護中心或有關部門
呈報學生的情況及聯絡資料，使防控傳染病的工作可更有效地進行。 

‧ 遇有子女在校內不適，應與學校通力合作，將患病子女盡早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 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 提醒子女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巾。 
‧ 家長每天須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探熱，學校亦會為每位學生進入校園時量度體溫。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他們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日後的學習進度。我
們再次呼籲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並時刻提醒貴子弟注意個人衞生，做好一切預
防傳染病的措施。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二月五日 

第二十二期 
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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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神託會籌款慈善券  

本校主辦機構香港神託會於 1962 年成立，是一個政府認可的基督教慈善機構，宗旨是為香港社會
提供優質而非牟利的教育、社會及醫療服務，並致力宣揚基督福音。隨著神託會服務日益擴展，本
會極需經費繼續推行和提升各項服務，以切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由於今學年神託會未能抽到合
適的日期進行賣旗籌款，故上學期已進行一次全校性募捐/認捐，而下學期將會開始售賣慈善券，
是次籌款對神託會十分重要。 
 

學生發售慈善券日期由 2015 年 2 月 5 日至 2 月 26 日，所有善款將直接撥入香港神託會社會福利、
教育及醫療服務發展，本校不會收取任何行政費用。 
 

關於慈善券詳情請參閱今天派發的「香港神託會 2015 籌款慈善券」。每張慈善券代表$10 善款，請
家長叮囑同學小心保管，切勿遺失。學生須於 2 月 27 日交回所收善款及剩餘的慈善券。如蒙家長
鼎力襄助，不勝銘感。如有查詢，歡迎與袁子鉅先生聯絡。 

 

4.  有關交回大茶壺飯單事宜  

由於二月份的上課日共有 8 天(另有兩天陸運會)加上農曆年假期關係，故本校小食部大茶壺需要提
前收回飯單，以便準備足夠的食材。故請家長先交回飯單及費用，如有特別情況可付上延遲交回飯
錢申請信，以便跟進。如有疑問，歡迎致電 2463 8218 與大茶壺負責人黎女士聯絡。 

 

5.  香港教育學院學士課程提名計劃（中六級適用）  

為鼓勵學術成績優秀或在非學術範疇表演傑出的中六學生，報讀香港教育學院，該院校現正邀請本
校提名相關同學入讀該院校的五年制學士課程。提名資格如下： 

 

1. 學術成績優秀或在非學術範疇表現傑出； 
2. 操行及其他能力表現良好； 
3. 申請者需於聯招選科的第一組別（Band A）中，選擇最少一個教育學士課程。 

 

獲提名的學生將獲邀參與 5 月 9 日的小型資訊日，以了解課程最新資訊及入學支援等。相關學系
篩選後，將安排面試。同學如有興趣，可瀏覽香港教育學院網站（www.ied.edu.hk），也可於 3 月 6
日或之前，向邱淑嫺老師申請。 

 

6. 農曆新年期間溫習室開放事宜（中六級適用）  

距離文憑試越來越近，中六同學們正努力備戰，面對公開試雖有壓力，但也士氣如虹，請大家特別
記念他們，又為他們打氣。 

 

由於其他自修室於農曆年假期間暫停開放，很多同學向學校申請在農曆新年假期間回校溫習（已有
40 多位同學申請），包括年初一至年初三的公眾假期。有見及此，學校會於農曆新年及學校假期期
間（19/2－25/2）開放，開放時間為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18/2 則為早上九時至下午四時），歡迎所
有中六同學回校溫習。期望中六同學把握農曆年假的關鍵時機並善用學校提供的各種支援，將自己
在各科的水平繼續提升，在文憑試中爭取佳績。 

 

7.  2015 年內地部份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  –  校長推薦計劃（中六級適用）  

國家教育部日前已公佈 2015 年內地 78 所高等院校免試招生計劃的詳情，內容已經上載於教育局網
頁 www.edb.gov.hk/expo14。 所有參加免試計劃的考生須於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20 日登入聯招
辦的報名網址 http://www.ecogd.edu.cn 進行網上預先報名手續，以及在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3 月
31 日期間(星期日除外)到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進行現場確認，以正式完成報名程序。 
 

根據免試招生計劃的內容，每間中學可推薦不多於 3 名在校考生參加「校長推薦計劃」。「校長推薦
計劃」目的在於肯定申請人於非學術範疇上(如體育、音樂、社區服務、藝術、其他文化活動或領
袖才能等)的卓越表現。根據 2015 年的招生辦法，最低錄取要求方面會增加彈性，國內院校可根據
「3、2、3、2」(即中國語文及數學達第 3 級，而英國語文及通識教育達第 2 級)錄取在「校長推薦
計劃」下獲推薦的考生。有意參加是項校長推薦計劃的中六級同學，可於 3 月 31 日前聯絡本校升
學及職業輔導組鄭卓傑老師，辦理有關申請程序。 
 

http://www.edb.gov.hk/expo14
http://www.ecogd.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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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5 年度註冊建造業工人家屬獎學金  (中六級適用 ) 
 

「註冊建造業工人家屬獎學金」旨在獎勵香港建造業工人之子女、受其監護之少年或兄弟姊妹在香
港中學文憑試中取得卓越成績，並表揚建造業工人辛勤工作建設社會之餘，仍能培養子女或受其監
護之少年成才，現接受本校學生申請。 
 

申請資格 
申請人於遞交申請時必須符合以下三項資格： 
 

1. 申請人必須為 2015 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考生；及 
2. 申請人必須為香港居民；及 
3. 申請人有最少一位家長或兄弟姐妹或監護人須： 

‧現正從事「建造工作」；及 
‧於遞交申請表當天及頒獎典禮當日仍持有有效之建造業工人註冊證。 

 

截止申請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 
 

詳情請瀏覽學校網頁（中六文憑試升學資訊）。 
 

同學如有興趣，請聯絡梁健儀老師。 
 

9. 「機電業博覽 2015-生涯好規劃」活動  
 

為了讓年青人進一步了解投身機電專業技術行業的途徑、發展及就業前景，並及早規劃生涯，有關
機構將舉辦「機電業博覽 2015-生涯好規劃」的活動。屆時將有展覽及「生涯規劃」講座，介紹各
大機會對機電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及相關資訊，讓有志投身此行業的同學，深入了解此行業的發展、
進修及就業機遇。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3 月 6 日(五)及 3 月 7 日(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地址：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 2 樓禮堂 (新界葵涌新葵街 13-19 號) 
 
其他活動詳情可瀏覽網頁 www.emengineering.com.hk 
 
如有興趣的同學，請於 26/2 或之前登入 http://goo.gl/tWfg7O 報名。 

 
10. 愛爾蘭升學資訊  
 

愛爾蘭是一個西歐國家，蘊含豐富的文化遺產、高質素的教育制度和好客熱情的民風。近幾年已成
為眾多海外留學生所選擇的一個熱門國家。愛爾蘭是世界上最大的軟件和醫藥相關產品出口國之
一。這些行業的高端技術為愛爾蘭高等教育和科研發展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後盾，特別是高檔的科
技。於 2005 年，《經濟學人》雜誌選擇愛爾蘭為全球生活素質最高的國家，同時該國亦被評為全球
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之一。也在 2014 年 6 月 23 日公佈的「好國家指數」獲排名榜第 1。該指數
是由英國獨立國際政策顧問編製，綜合了 35 個不同指標，分成科技、文化、國際和平與安全、世
界秩序、環保與氣候、繁榮與平等以及衛生七組，衡量各國在這七方面的淨貢獻。 
 
同學及家長如有興趣前赴愛爾蘭升學，請聯絡梁健儀老師索取進一步資料。 
 

11. 香港大學本科講座  
 

香港大學將有以下入學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2015 年 3 月 6 日(五) 6:30pm-8:30pm 九龍華仁書院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6 號 文學院及理學院 

2015 年 3 月 13 日(五) 6:30pm-8:30pm 元朗商會中學 
(新界元朗豐年路 20 號) 

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及 
教育學院 

2015 年 3 月 20 日(五) 6:30pm-8:00pm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新界沙田第一城得寶街 10 號) 李嘉誠醫學院 

2015 年 3 月 27 日(五) 6:30pm-8:30pm 荃灣聖芳濟中學 
(新界荃灣鹹田街 60-64 號) 工程學院及社會科學學院 

同學及家長如有興趣，請登入 www.hku.hk/dse 報名。 

http://www.emengineering.com.hk/
http://goo.gl/tWfg7O
http://www.hku.hk/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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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招募家庭接待海外英語交流生  

學校來年將申請繼續與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Hong Kong (AFS)（http://www.afs.hk）合作，在
下學年（2015/2016）九月開始讓一位外籍男／女學生（約 15 歲）到我校作交流生一年，他／她將
會就讀中三，現招募一個馬可賓學生的家庭作接待家庭，也藉此讓 貴子弟及本校學生有機會多接
觸外國文化，並與交流生建立友誼及鍛鍊英語。 

請注意，接待家庭須全學年為此外籍學生提供以下資源： 
 

1) 提供膳食（在學校上課的日子：提供早餐及晚餐；午餐則會由 AFS 資助，學生自行在外進食；周末及
假日：提供早午晚三餐） 

2) 準備足夠的日常生活用品 

3) 提供溫習及睡覺空間（可提供獨立睡房或與 貴子弟共用一間睡房） 
 

在成為接待家庭後，學校及 AFS 將會為家長提供持續協助，讓交流生盡快適應本港的生活。 

如有查詢或有興趣成為接待家庭，請於 2 月 6 日前致電本校聯絡龔俊驥老師。 
 

* 請家長注意，AFS 將會在約 4 月下旬通知學校是否有合適的外籍學生到我校作交流生，所以學校會在 

5 月再聯絡有意成為本校交流生的接待家庭家長。 

 
13. 家校聯歡晚會  

一年一度的家校聯歡晚會將於 2 月 28 日（星期六）晚上 7 時至 9 時 30 分舉行。每年新春我們都舉
辦這活動，好讓家長、同學、一眾老師、校務處同工及工友一邊共享美味盆菜，一邊共渡歡樂時光。
各校長、老師、家長和學生分別有精彩的演出，其中包括樂器演奏、唱歌、跳繩等表演，又有豐富
的抽獎和遊戲，敬請家長萬勿錯過。凡有興趣參加者，請於 2 月 13 日前填妥回條，連同費用每位
$100（大小同價，3 歲以下免費）交回班主任或校務處陳穎衡小姐。入場券將於農曆年假後派發，
如有查詢請聯絡李婉媚老師或鄧俊維老師。 

 

14.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2/2015 2D 方子希 中國香港交互繩總會 
第三屆全港交互繩 

速度跳比賽 
十四歲以下公開組 

30 秒三人交互繩速度跳 冠軍 
1分鐘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冠軍 

個人全場總成績 冠軍 

10/1/2015 2D 方子希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跳繩精英賽 2015 
男子十四歲以下組 

單人繩速度跳接力 冠軍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接力 冠軍 
團體二人單人繩花式 冠軍 
團體四人單人繩花式 冠軍 
團體三人交互繩花式 冠軍 
團體四人交互繩花式 冠軍 

團體全場總成績 冠軍 
個人 3 分鐘速度耐力跳 亞軍 

個人 30 秒速度跳 季軍 
個人全場總成績 第五名 

1/2/2015 1A 黃千倖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第十七屆中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 青年組女子 10000 米 第五名 

29/1/2015 

5A 林頌偉 
5D 伍朗晴 
3A 梁展希 
3C 黃俊諺 

鄭任安夫人學校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30 周年聯校運動會 

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冠軍 

29/1/2015 
4A 洪晞瑤 
4E 黃鎧欣 
3A 周曉筠 
2B 黃紫珊 

鄭任安夫人學校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30 周年聯校運動會 

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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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家校聯歡晚會（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本人及敝子弟將會參加 2 月 28 日家校聯歡晚會。 

 

 學生參加人數：________人 x $100 ＝ $ ____________ 

 家屬參加人數：________人 x $100 ＝ $ ____________ 

合共：$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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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五年二月__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家校聯歡晚會 收據 

（參加學生必須填寫） 

 
茲收到___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家校聯歡晚會費用（每位$100），共$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五年二月_____日 

 

 

編號：14/15 年度二月份（家書）第二十二期 

13/2 前連同費用交給班主任或校務處陳小姐 

 

（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