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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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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六學生舉行的高桌午宴已於二月二十三日完成，承蒙校委會副主席林健生博士及香港神託會
副主席謝振輝先生蒞臨主禮，謹此致謝。席間同學都分享了對老師的感謝，家長代表亦到場支持中六
同學全力以赴，為理想奮鬥。各老師更加藉此機會對同學表達關愛之心。當日場面溫馨，謝先生更為
同學分享進修經驗，令眾人感動及振奮，願主祝福各畢業生作鹽作光。 
 

繼香港大學應用英語學習中心劉國權助理教授為本校高中學生舉行了職業英語講座後（活動紀錄
詳情可參閱本校網頁），三月九日我們很高興再有來自澳州的作家 Mr Graeme Base 為中二及中三級同
學舉行了英語寫作講座。Mr Base 為著名圖畫書冊（Picture Books）作家，他的分享必能為同學帶來啟
迪。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長讚美操  

主  辦：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及 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  的：透過舞蹈敬拜造物主、鍛鍊體魄及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 
導  師：李慧玲女士(本校前家長) 
 

日期及時間： 上午 8:45-9:45 
24/2、16/3、13/4、11/5（三） 
3/3、21/4、5/5、19/5（四） 

 
上午 10:15-11:15 

9/3、6/4、27/4、4/5、25/5（三） 
 25/2、10/3、17/3、7/4、14/4、12/5（四）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填妥回條並於 26/2(五)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備  註：是次讚美操班，恩友堂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保

險。 
 
2. 家長糕點班  

本課程由本校家長事務組舉辦，希望能使參加者學習不同類型的糕點，例如：蛋撻、柚子蛋糕、Pizza
等的製作之餘，亦同時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詳情如下： 
日期：3月4、11日 

4月8、15、22、29日 
5月6、13、20、27日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地點：家長資源中心 
費用：全免（另收材料費） 
名額：12人 
報名方法：填妥回條並於2月26日（五）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四期 
二月二十五日 



編號：15/16年度二月份（家訊）第二十四期 
 

3. 家校會聖士提反書院文物徑、赤柱廣場、山頂廣場一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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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校會每年均舉辦家校會一天
遊，本年更榮幸獲得聖士提反書院的接待，參觀逾百年的歷史建築文物徑，實在難得的機會，極力
鼓勵家長及學生可善用這寶貴的一天增廣見聞之餘，又可以增加溝通，共享天倫之樂。 
 

有關一天遊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  
費用：$198 (大小同價)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70) 

$60（2 歲或以下包括保險費、車位費，但不包括餐位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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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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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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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於本校停車場 

9:00-10: 00am 乘車經（西隧）往聖士提反書院 

10:00-11:10am 

各位可參觀聖士提反書院歷史建築文物徑 
聖士提反書院於 1903 年成立，書院內有不少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評定的一至三
級歷史建築。這些歷史建築如馬田宿舍、東西翼宿舍、舊實驗室及小屋等。這
些傳統的西式建築物，有着殖民地建築特色。文物徑連接着校園內數個歷史建
築物及遺址，共有九個文物點，這些文化遺物都是難得一見。 

11:10-11:20am 步行至赤柱廣場 

11:20-12:20pm 
各位可步行往美利樓，參觀當年位於金鐘，作為駐港英軍宿舍之古歐陸維多利
亞式建築物；還可於赤柱最新落成之卜公碼頭觀賞優美海景、漫遊赤柱市集、
洋人酒吧街特色景點。 

12:20-1:00pm 乘車往灣仔著名之灣景國際酒店 

1:00-2:15pm 
於灣景廳享用自助餐 
灣景廳的裝潢充滿時代感，以深淺不同的原木色調配搭深色地毯及玻璃鏡面，
格調高雅，賓客亦可透過餐廳的落地玻璃窗，欣賞維港的優美景色。 

2:15-3:00pm 乘車往山頂廣場 

3:00-4:00pm 各位可於山頂俯瞰香港的維港景致、欣賞花式噴泉表演、漫步於太平山頂凌宵
閣觀景台。 

4:00-5:00pm 乘車經（西隧）返回學校及解散 
 
報名方法：於 3 月 4 日前填妥回條，連同款項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4. 名人學術講座 :「非凡人生 :從阿公岩到清水灣」  

日期：3 月 18 日（五） 

時間：下午 2 時 15 分至 4 時 

地點：賽馬會毅智書院一樓禮堂（天水圍天頌苑） 

主講嘉賓：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 

費用：免費 

 

如家長或同學有興趣參加上述講座，請於 3 月 8 日或以前聯絡廖美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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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本地升學講座（高中適用）  
為協助學生規劃升學就業前路、支援教師及家長輔導學生及子女作出知情的升學選擇，教育局升
學及就業輔導組將於 2016 年 3 月 17 日及 4 月 18 日舉辦兩場非本地升學講座。講座內容包括申
請入學及學生簽證的手續、入學考試/測驗、財務安排、心理準備及外地學習生活的適應等。透
過經驗豐富的非本地升學諮詢機構代表到場講解及曾在當地就讀的學生的經驗分享，讓參加者能
夠掌握全面及最新的非本地升學資訊。詳情如下： 
 

日期／時間 專題講座及分享* 主講嘉賓 地點 

第一場 
2016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四） 
下午 2 時 15 分至 

5 時 15 分 

加拿大升學 
加拿大總領事館 
商務專員 
陳美儀人士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 
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 4 樓演講廳 

美國升學 

美國駐港及澳門 
總領事館 
美國留學顧問 
陳韻女士 

第二場 
2016 年 4 月 18 日 

（星期一） 
下午 2 時 15 分至 

5 時 15 分 

澳洲升學 
澳洲總領事館 
教育經理 
程穎怡女士 

英國升學 
英國文化協會 
教育推廣經理 
盧銘恩女士 

新西蘭升學 
新西蘭駐港總領事館 
教育經理 
葉方珉先生 

* 講座及分享以廣東話輔以英語講授 
 
如有興趣，請於 3 月 3 日或之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6. 職業探索活動（五）  

從追夢到實踐，「青年就業起點」就在此（中三至中五級適用）  

從追夢到實踐，過程必須親自探索。「青年就業起點」（簡稱 Y.E.S.）專為 15-29 歲的青年人提供一
站式擇業指導、增值培訓及自僱支援服務，重點包括職業潛能評估、面試體驗等。透過是此參觀，
同學可進行職業潛能評估及分析，讓大家更全面了解自己不同的潛能，有效地開拓事業方向。活動
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3 月 18 日（五） 
時間：上午 9:30 – 中午 12:45 
地點：葵芳新都會廣場辦公大樓第 2 座 9 樓 907-912 室 
集合時間：上午 9:30 
解散時間：中午 12:45 
集合及解散地點：本校新玻璃房 
費用：$20 ＊準時出席者將全數退回 
名額：30 人 
服飾：整齊冬季體育服 
備註：將有旅遊巴接載同學往返，逾時不候。另請帶備一支筆。 

 

同學如有興趣，請於 3 月 10 日或之前連同費用交回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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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香港大學本科課程講座  2016（中三至中五級適用）  
為幫助文憑試學生及早作生涯規劃，香港大學將於 2016 年 2 至 3 月在各區舉辦「香港大學本科
課程講座」。屆時香港大學各學院的教授、招生主任及港大學生大使將會分享最新入學資訊，以便
學生能為升學、就業及生涯規劃作更好準備。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學科 地點 
27/2/2016（六） 14:30–16:00 文學院法律學院 香港大學陸佑堂 
4/3/2016 （五） 18:30–20:00 工程學院理學院 元朗商會中學 
12/3/2016（六） 14:30–16:00 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18/3/2016（五） 18:30–20:00 李嘉誠醫學院 九龍華仁書院 
 
歡迎老師、家長及中三至中五學生出席。如有興趣，可透過以下網址
http://www.aal.hku.hk/admissions/local/my-study-options-hku-2016 網上報名。 

 
8. 澳洲中學展覽  

是次展覽由 AEAS 主辦，目的為有意到澳洲升學的學生提供教育資訊。屆時將有三十多間學校到場
展出，並設有講座，歡迎家長及同學到場參觀。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3 月 6 日（日） 
時間：下午 1 時至 6 時 
地點：九龍旺角康得思酒店（前朗豪酒店）八樓全層 
費用：全免 
 
若想了解更多資訊，可參閱網址 http://aeas.com.au/parents-students/hong-kong2016/。 
 

9. 澳洲教育展  2016  
是次展覽由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籌劃，將有超過 40 間院校及機構參與，包括多間頂尖大學、高等
教育學院、中學等。大會亦設有資訊中心，為到場人士解答與升學相關的查詢，如澳洲學歷資格保
證、學生簽證事宜、申請入學手續、當地生活概況，以至住宿安排及醫療保障等，為有意赴澳洲升
學的學生及家長，提供最新、最齊全的升學資訊。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3 月 5 至 6 日 （六至日） 
時間：下午 12 時至 6 時 
地點：富豪香港酒店地庫（銅鑼灣怡和街 88 號） 
費用：全免 
 
若想了解更多資訊，可瀏覽網址：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hong-kong/why-australia/afuee-2016 

 

10. 香港大學應用英語研究中心商用寫作工作坊 2  
香港大學應用英語研究中心最近成立了一個互動網站 ProWriteHK 為大眾提供專業寫作技巧。該中心
亦為在職及在學的市民舉辦一連串的商用英語寫作工作坊，詳情如下： 
 

日期：2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邵逸夫大樓 631 室 
對象：英語程度達中三或以上的市民 （包括家長及同學）  
 

是次工作坊機會難得。有興趣同學及家長可到 http://goo.gl/35Xg9l 報名及了解有關詳情。如有任何
查詢，可與王志傑老師聯絡。 
 

ProWriteHK 網站: http://caes.hku.hk/prowritehk/ 
  

http://www.aal.hku.hk/admissions/local/my-study-options-hku-2016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hong-kong/why-australia/afuee-2016
http://caes.hku.hk/prowrit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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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馬可賓讀書人」閱讀計劃成績 (上學期 ) 及  學校書展  

 

1. 各級積分最高首十名 
 

中一  中二  中三 

班別 
中文 

姓名 

閱讀

數量 
積分 

 
班別 

中文 

姓名 

閱讀

數量 
積分 

 
班別 

中文 

姓名 

閱讀

數量 
積分 

1A 鄭君宜 17  128   2D 林康婷 9  85   3C 李穆泓 9 88  

1A 周梓淇 13  108   2D 何詠茵 9  82   3C 施惠雯 11  83  

1C 梁凱喬 11  85   2A 鄧卓琳 8  78   3D 黃文彥 8 77  

1A 鄭凱旻 8  72   2D 鄧思行 8 78   3C 馮凱瑩 8 74  

1D 陳睬瑩 8  69   2D 陳海琳 8 75   3C 李熙蕊 8 74  

1A 張海琳 8  68   2B 楊璧如 8 74   3A 盧綺彤 9  73  

1B 鄧泳儀 8  68   2D 趙紀淘 8 74   3D 余基立 8 73  

1B 陳嘉慧 8  68   2A 陳麗婷 9  73   3D 趙爾雅 8 72  

1C 鄭鎧彤 10  67   2B 鄭浩賢 8 72   3A 黎卓衡 8 71  

1C 黃芷姸 9 66   2D 黃超豪 8 72       

 

以上成績將會累積至下學期，各級全年得分最高的三位同學將可獲得「讀書人中之人」的獎項。 

 

另外，上學期共有 156 位初中同學獲得優異成績，今天班主任會頒發書券予同學，同學可在明天及

家長日舉行的書展中購買更多好書，延續閱讀樂趣。 

 

2. 書展詳情如下： 

   日期及時間：2 月 26 日(星期五) 10:00 a.m. – 17:00 p.m. 

   2 月 27 日(星期六) 09:00 a.m. – 15:00 p.m. 

   地   點：新玻璃房 

   書   商：三聯、Stanfor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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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家校會聖士提反書院文物徑、赤柱廣場、山頂廣場一天遊（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校會一天團活動，並希望為以下家屬報名參加，費用$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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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____月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家校會聖士提反書院文物徑、赤柱廣場、山頂廣場一天遊 收據 

（參加學生必須填寫） 
 

茲收到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  ）繳交家校會一天遊費用（費用$198 x＿＿人＋$60 x＿＿人），

共$_______。 

 
 

 
二零一六年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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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讚美操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有意參加讚美操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二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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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家長糕點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有意參加家長糕點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二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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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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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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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五)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