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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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一已順利完成上學期學業成績頒獎禮，共有 260 位同學獲得獎項。當天約 226 位家長出席頒
獎禮，他們的蒞臨除支持學校外，更是給子女的鼓勵和打氣，實在令師生們十分感動。同時，由於場
地空間和時間有限，很多勤奮、努力和有很大進步的同學未能得到獎項。雖然如此，但請不要灰心，
因天父能察閱及給予最大的獎賞，而同學的努力也為將來升讀大學奠定良好基礎。 

 

在此感謝香港澳門蒙古廣東地區扶輪社 D-3450 前總監黃昭文先生及保良局莊啓程第二小學陳志
源校長蒞臨主禮及勉訓，令學生明白教育在不同界別及領域的意義並擴闊眼界。另外，本星期六神託
會將舉行賣旗籌款，在此再次感謝各家長、老師及同學的辛勞及愛心。但願我們同心協力，繼續培育
學生在社會上作鹽作光；亦懇請各家長向親友介紹神託會的服務理念並鼓勵他們當日慷慨支持。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規劃人生」家長講座  
 

為幫助家長有效啟導孩子健康成長，發揮潛能，規劃生命，本校家長事務組特邀請陳嘉璐醫生 (太
平紳士) 主講家長講座，講題為「星‧夢‧愛 承傳：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讓品學兼優的孩子有美
好明天」，希望藉此讓家長掌握怎樣幫助孩子發展不同範疇的才華，包括領導能力、創意和個人社
交能力。詳情如下： 

 

講題 星‧夢‧愛 承傳：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讓品學兼優的孩子有美好明天 

講員 

陳嘉璐醫生 (太平紳士) 
陳嘉璐醫生 (太平紳士) 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負笈英國倫敦大學修讀熱帶病及
衛 生 學 文 憑 (D.T.M. ＆ H,London) 。 她 考 獲 英 國 皇 家 精 神 科 醫 學 院 院 士
(M.R.C.Psych,U.K.)，繼而考獲(MRANZCP)澳洲及紐西蘭皇家精神科醫院院士，兩年後
獲該院榮授院士（FRANZCP）。陳醫生服務政府精神科十四年，歷任九龍醫院、香
港精神科診所及油麻地精神科診所高級主任醫官及青山醫院精神科顧問醫官。
1983 年於英國倫敦大學精神科醫學院進修，研究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問題，回港後
主理香港精神科診所之兒童精神科診所。為本港超過 30 間大型機構(中華電力、電
訊盈科)及中小學舉辦超過 300 個親子講座。 

日期 2015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地點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禮堂 
費用 全免（由教育局津貼） 
 

歡迎本校家長及親友參加以上講座，並請填妥今期《家書》的回條及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第二十六期 
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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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校會動漫基地、PMQ 元創方、淺水灣超視覺藝術館、銅鑼灣利景酒店自助餐一天團  
 

為了促進家校合作及鼓勵家長與孩子善用餘暇以增進親子關係，本校家校會將舉辦家校會動漫基地、
PMQ 元創方、淺水灣超視覺藝術館、銅鑼灣利景酒店自助餐一天團，鼓勵家長及學生可善用互相溝
通、共享休遊機會。 
 

有關一天團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復活節公眾假期 
費用：$230 (大小同價)  

$60（3 歲或以下） 
名額：60 人(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備註：費用包括行程內之交通、自助餐、3D 入場費、車上遊戲、獎品、專業領隊費用及旅遊平安

保險（0-75 歲每位$100,000 及$3,000 元正意外受傷醫療；75-85 歲保額為 50%）等 
溫馨提示： 如集合時間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8 號或以上風球，是次活動將改期進行。

其他情況照常出發。 
 如學生未能共同出席，同樣歡迎家長參加。 

行程： 

8:45 am 本校集合 

9:00-10: 45am 

乘車往動漫基地 
動漫基地其前身為綠屋，現已列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戰前樓宇。地下用作零
售、畫廊及美術館等，約 300 平方米的露天公共空間，1 樓用作展覽空間及零
售，2 及 3 樓用作動漫藝術工作室、興趣班，以及出租予文藝團體用作不同用
途。 

11:00-12:30pm 

銅鑼灣著名之利景酒店 
自助餐單： 
頭盤：三文魚刺身及鱆紅魚刺身、法國煙鴨胸、雜錦德國凍肉、什錦壽司卷 
沙律：雜錦生菜沙律、粟米及紅腰豆沙律、千島長通粉沙律、 

德國薯仔沙律、車厘茄沙律 
湯：是日中式湯、是日西式湯 
麵食：四款麵食、水魷、魚皮餃、豬肉丸、花枝丸、魚蓉春卷、豬皮、冬菇、

翠玉瓜、菜心、生菜、芽菜、配上湯 
熱盤：豉汁蒸鯇魚、日式照燒雞扒、蟹柳扒節瓜甫、素春卷及咖哩角、越式魚

露扎肉炒油麵、菠蘿腸仔炒飯、蜜桃汁燒豬柳、上湯津白浸魚腐 
甜品：環球鮮果、芒果布甸、芝士蛋糕、朱古力慕絲蛋糕、椰絲啫喱糖、桂花

糕、各式雪糕 
飲品：新鮮即磨咖啡及茶 
（以上餐單只供參考，實際情況視乎餐廳供應為準） 

12:45-1:45pm 

乘車往 PMQ 元創方 
PMQ 元創方原址是在 1951 年建成的已婚警察宿舍。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0 年
11 月宣布改造原址成為標誌性的創意中心；將營運權授予由同心教育文化慈
善基金會有限公司（「同心基金」）成立的非牟利的社會企業－元創方管理有限
公司，並聯同香港設計中心、香港理工大學和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活化此項目。 

2:00-3:45pm 

乘車往淺水灣超視覺 3D 藝術館（包門票成人$160，長者小童$110） 
各位可參觀全港最大型 3D 超視覺藝術館，佔地 23,000 平方呎，共 2 層。館內
展出近 80 張畫作，分為 6 個主題空間，包括「遊遍香港」「勇進叢林」、「暢遊
海洋」、「奇幻視界」、「驚聲尖叫」及「虛擬幻境」，還可拍照留念。或 可漫步
往淺水灣，各位可觀賞望海觀音像，並可眺望水清沙幼之沙灘景色。 

4:00-5:00pm 乘車返回學校解散 
 
報名方法：於 3 月 19 日前填妥回條，連同款項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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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 2014/15「家長明報旅行團」活動  

《明報》誠邀家長與編輯部主管交流，並參觀《明報》的編輯部和製版部，見證報紙的誕生。本校
能提名不多於 5 位家長參與。活動的細節如下： 

 

日期 2015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或 5 月 7 日（星期四） 
活動時間 晚上 6 時至 8 時 30 分 
集合時間 下午 5 時 50 分 
集合地點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接待處 
內容 1) 與編輯部主管級同事交流及分享（約 45-60 分鐘） 

2) 參觀編輯部、製版部 
3) 觀看印報過程 

分享嘉賓 《明報》編輯部主管級同事 
 

有意報名的家長，請致電本校聯絡陳小姐。 
 

4. 香港通識理財問答比賽  

信報及教育城主辦香港通識理財問答比賽，活動日程如下： 
 

活動內容 日期 
揭幕典禮及通識理財講座 2015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 
全港通識理財問答比賽 
（網上問答比賽） 

第一階段：2015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19 日 
第二階段：2015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26 日 
第三階段：2015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3 日 

比賽 2015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 
 
同學可自行參加網上比賽，網址 http://www.hkedcity.net/iknowquiz。 
獎項包括： 

個人大獎（共 3 名） 個人優異獎（共 30 名） 
每階段得分最高者 

可獲 Apple iPad 2 WiFi 16G 乙部 
（價值港幣$3,888）及獎狀 

每階段得分最高之第 2 至 11 名參賽者 
可獲港幣$300 書券及獎狀 

個人得獎者均有機會參觀金管局資訊中心及與金管局行政人員對話 
 
如同學有興趣參加 11/4 通識理財講座，請於 26/3 或以前聯絡廖美璍老師。 
 

5.  商業夏令營（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香港科技大學將舉辦商業夏令營，詳情如下： 
 
日期：16-19/7/2015 
地點：科技大學 
費用：$1800（領取綜援、書簿津貼、交通津貼等可向科大申請是次活動津貼，科大會決定同學能

否獲得津貼） 
 
同學如有興趣，請於 26/3 前聯絡陳樹良老師。 

 

  

http://www.hkedcity.net/iknow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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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中文大學 Business Elite Camp 2015（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將於本年 7 月舉辦 Business Elite Camp 2015，讓有志於大學修讀工商
管理的高中學生，全面了解商業行政管理及體驗大學生活。營會內容包括課堂、團隊合作活動、餐
桌禮儀、商界領袖分享、面試工作坊等。詳情如下： 
 
日期：7 月 7 日至 10 日（星期二至五）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校園 
費用：$1650 
 
若想了解更多相關資料，可瀏覽網址 www.cuhk.edu.hk/event/businesselitecamp。如有興趣，請於 3
月 27 日或之前，向邱淑嫺老師報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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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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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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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uhk.edu.hk/event/businesselite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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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託會 賣旗服務日 學生及家長須知(14-3-2015) 
 

感謝各位熱心幫忙協助當天作賣旗義工，所有參加家長及學生請留意以下事項： 

 

1 報到及集隊安排 

1.1 家長：早上 7:30前先到地下 G01室報到。領取旗袋及有關物資（包括：旗紙、賣旗指引、交

還旗袋的地點和地圖），並填寫旗袋編號及簽名確認，領取後到禮堂與學生會合。 

1.2 學生：穿著整齊的 PE 套裝(戶外服飾)或加穿校褸，不可穿著制服隊伍制服。其他則按學校慣

常校規，並於早上 7:30前回校。中一二學生在禮堂集合、中四至中五在籃球場集合。 

 

2 賣旗地點及交通安排 

2.1 各級地點及交通安排 

 賣旗地點 交通安排（學生及家長） 

中一級 屯門 自行前往 

中二級 元朗(S2ABC)、天水圍(S2D) 旅遊巴(只安排去程) 

中三至中五級 香港區(3A 上環、3BCD 中環、4A 金鐘、

4BCD 灣仔、4E/5ABC 銅鑼灣、 

5DE 北角) 

 

2.2 家長注意事項 

1) 帶同中一學生：與學生會合後按班主任指示出發。 

2) 帶同中二學生：在禮堂等候旅遊巴到達，與班主任及學生一同上車。 

3) 所有級別均沒有旅遊巴回程安排 

 完成賣旗及交還旗袋後，陪同中一學生的家長須帶學生至就近之輕鐵站/西鐵站，目送

學生入閘/上車後才離開，不用乘搭交通公具的學生可自行返家。 

 中二以上學生可自行返家。 

 

3 賣旗服務時段 

3.1 服務時間：約由出發至 11:30am，學生應好好運用賣旗的時間積極參與賣旗，回校前應先吃早

餐，以便有足夠的體力。 

3.2 交還旗袋時間：11:30am–12:30pm 須交還各指定收集站（參考當天附上之收集站資料） 

 
4 聯絡 

4.1 學校：校務處辦公時間 7:15-1:00pm，如遇有突發事情可致電回校（2407 7444、2407 7440） 

4.2 神託會指揮部：2790 3891 

 

5 學生遲到及病假 

5.1 學生病假：由於是學校特別活動，故必須備醫生証明文件，並須 3 月 16 日回校參與校園服務

活動。 

5.2 學生遲到 

1) 8:00am 前：未能趕及乘坐旅遊巴的遲到學生須先到校務處取回旗袋，再自行乘車到各班

別的賣旗地點，必須先向班主任報到及繼續參與賣旗活動，否則一概當缺席論。 

2) 8:00am 後：未能趕及乘坐旅遊巴的學生，一律當作缺席處理，當日不用參與賣旗服務，

並須於 16/3 回校參與校園服務活動。 

 

6 補回賣旗服務學習安排（缺席賣旗學生適用） 

6.1 日期及服務時間：16/3/2015(一)  8:00am-1:00pm 

6.2 如當日無故缺席校園服務者當曠課論處理（當日未有完成請假手續），除了記過處分外，仍須

參與另一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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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家校會動漫基地、PMQ 元創方、淺水灣超視覺藝術館、銅鑼灣利景酒店自助餐一天團（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校會家校會動漫基地、PMQ 元創方、淺水灣超視覺藝術館、銅鑼灣利景酒店自助餐一天遊

活動，並希望為以下家屬報名參加，費用$230 x＿＿人＋$60 x＿＿人，合共＿＿＿元正 

參加者名稱 
特別安排（如有） 

(如長者或嬰孩) 
參加者名稱 

特別安排（如有） 
(如長者或嬰孩) 

1.  (聯絡人)  3.  

2. (本校學生)  4.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級＿＿班學生：＿＿＿＿＿＿（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五年三月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家校會動漫基地、PMQ 元創方、淺水灣超視覺藝術館、銅鑼灣利景酒店自助餐一天團 收據 

（參加學生必須填寫） 

 
茲收到___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家校會動漫基地、PMQ 元創方、淺水灣超視

覺藝術館、銅鑼灣利景酒店自助餐一天團費用（費用$230 x＿＿人＋$60 x＿＿人），共$_______。 

 
 

 
 

主曆二零一五年三月_____日 

 

------------------------------------------------------------------------------------------------------------------------------------- 
             編號：14/15 年度三月份（家書）第二十六號 

請於 17/3 日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回  條 

「規劃人生」家長講座（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有關家長講座事宜，並將有_______位出席是次講座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級＿＿班學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五年三月_____日 

編號：14/15 年度三月份（家訊）第二十六號 

19/3(四)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