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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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制服日已於今天(30/4)舉行。制服日是每年制服隊伍的一大盛事，活動內容豐富，早上
除了設有全校升旗禮外，下午為頒獎禮，之後是大合照環節。本年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香港海關訓練及發
展科海關訓練學校前校長官漢銓先生擔任是次制服日的主禮嘉賓，實在令制服日典禮生色不少。 

 

本學年我亦有數次機會參加了不同制服隊伍的步操檢閱、結業禮及週年頒獎日等活動，看見同學認
真地學習及付出努力，他們得著的不單是獎章或階級嘉許等外在肯定，更重要的是個人態度及意志力的
提升。以步操為例，看似是簡單的儀式，但步操者的眼神，步伐的整齊程度及手腳協調的力度等都能顯
示出步操者的認真程度。我欣賞同學在這幾方面都有良好表現，在此亦感謝各老師、校友及導師的投入
和付出，天父一定會報答大家的努力。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招募家庭接待海外英語交流生（最新資訊）  

學校來年將繼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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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約 15 歲）到我校作交流生一年，他將會就讀中三，
現招募一個馬可賓中學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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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前致電本校聯絡龔俊驥老師。 

 

2.  派發下學期統測成績單  

今天將派發統測成績單，請參考英文版學生手冊第 54-56 頁／中文版第 44-45 頁填寫成績單上的反
思欄，家長簽署後於 4/5（一）帶回學校檢查，班主任檢查後可派回學生自行保存。 

 

3.  職業博覽 2015 

為使同學能掌握不同職業資訊，國際扶輪 3450 地區現舉辦職業博覽 2015 供同學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5 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 9 時 15 分／下午 1 時 30 分／下午 2 時 40 分（共 3 場） 
地點：南屯門官立中學（屯門湖山路 218 號） 
內容：不同範疇專業人士 (醫護、會計、新聞、律師、酒店、航空、商業、幼兒教育、資訊科技等) 

分享相關職業入職、薪酬、晉升、前景等資訊。 
 

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可以向陳家智老師索取門券。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第三十二期 
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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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好書覓知音」活動報告 
圖書館為響應「4.23 世界閱讀日」及支持環保，於 4 月 15 日至 16 日在新玻璃房舉行「好書覓知
音」圖書義賣活動，兩天共售出 697 本書，共籌得$2,879。是次義賣收入將全數撥捐本校學生慈惠
基金，多謝各位老師及同學的踴躍參與。希望同學獲得好書，好好享受閱讀！ 

 

5. 繳交 2014/2015 學年第二期冷氣費  

今期《家書》將附有「繳交 2014/2015 學年第二期冷氣費」通告，敬請家長留意。 
 

6.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9/4/2015 

5A 張天朗 

香港民眾安全 
服務隊 

民安隊少年團 
頒獎典禮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章 

5A 王家軒 
4A 林諾謙 
3B 劉鎮東 
3C 戴浩而 

4/4/2015 

2D 黃康琳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女子 30 秒速度跳 冠軍 

2D 黃康琳 女子 2 分鐘速度 
耐力跳 

冠軍 

2A 方子希 男子 45 秒 
個人花式 

季軍 

1C 文詩靈 
女子 45 秒 
個人花式 殿軍 

2D 黃康琳、1C 文詩靈 
1B 徐樂晴 

女子 1 分鐘三人 
交互繩速度賽 亞軍 

21/12/2014 

2D 黃康琳 

全港跳繩精英賽
2015 

女子 30 秒速度 季軍 

2D 黃康琳 女子 3 分鐘 
速度耐力跳 

殿軍 

2D 黃康琳 女子個人花式 第八名 
2D 黃康琳 女子個人總成績 第六名 

28/2/2015 

5A 陳浩源、3C 劉佳櫻 
3C 余素華、4A 蘇煥珩 
4A 陳家僖、校友梁浩然 
校友蔡志誠、校友陳浩智 
校友黎卓恆、校友高卓文 

全港跳繩精英賽 
表演盃  季軍 

26/4/2015 3B 劉允禧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香港壁球地區 
青苗賽 青少年組 殿軍 

19/4/2015 4E 區芷婷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中學校際 
體操比賽 女子高級組 跳箱 

1/3/2015 2B 洪健堯 香港籃球總會 中西區賀歲青少年
三人街頭籃球賽 

男子十四歲以下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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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繳交 2014/2015學年第二期冷氣費 
 

敬啟者： 

 
本校自 1998年便開始「自行安裝課室冷氣工程」，根據教育局規例，冷氣費須以「用者自付」原則

收取，收取款項扣除實際用電量之餘額留日後更換冷氣及維修機件時使用。學校現收取第二期冷氣費，

共$200 元。 

 
 

1) 請於下星期一（5月 4日）將現金（不設找贖）、支票 或銀行入數存根 

（恒生銀行戶口號碼: 227-387263-002）連同下列回條交回班主任。 

2) 支票 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3) 銀行入數存根 或支票 背後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啟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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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 

回 條 

繳交 2014/2015學年第二期冷氣費 
敬覆者： 

本人已經知悉「繳交冷氣費」事宜，共繳費（現金／支票／銀行入數存根）$200元正。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級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五年五月___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繳交 2014/2015 學年第二期冷氣費收據 

（學生必須填寫） 

 
茲收到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2014/2015 學年第二期冷氣費費$200（現金/支票/入數存根）。 

 
 

 

主曆二零一五年五月______日 

校務處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