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16/17年度二月份（家訊）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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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中二及中三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近年很多國家及地方也積極發展科學科技教育 (STEM -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Education)，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投入各項專題研習及比賽。香港也不例外，各學校亦有更
多配合科學科技教育的發展。然而，一切的投入都離不開以下三個原則： 
 

1. 教育是本於生活，而現代生活和科技有密切關係； 
2. 探索和提問是學習的重要一環； 
3. 群體學習是十分重要的策略。 

 

關於第二點，最近找到一本書“What if? Serious Scientific Answers to Absurd Hypothetical 
Questions” (即將在本校圖書館上架)。它以科學知識嘗試解答一些假設性的科學問題，內容十分有趣，
例如如果地球會停止自轉而大氣層運作保持不變，世界會怎樣？如果太陽突然熄滅，地球將會怎樣？
有知識基礎的發問及解答令學習變得更有趣味。 
 

另外，一間英國的中學將會安排二十名高中同學暑假到香港交流及參與義務協教服務。我們將和
去年一樣籌備交流活動，初步計劃將會有 7 月 20 至 22 日的科學科技營(STEM Camp)及 7 月 25 至 27 日
的文化交流活動，對象為本校初中學生，這是一次難得機會參與跨文化英語交流活動，有興趣參加的
同學，請預留時間及留意稍後公佈的詳情。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教育及職業博覽（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一年一度教育及職業博覽將於 2017 年 2 月 23 至 26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是次博覽會雲集
超過 800 家本地及國際機構，介紹最新升學、職業和培訓資訊，包括： 
 

 ‧教育展區－介紹香港、美加、澳紐、歐洲及中國內地等院校和持續教育機構、 

‧職業展區－參展機構包括政府及半政府組織、專業學會和商業機構／私型企業 及 

‧博覽焦點－相關工作坊、模擬教室和講座 
 

 展覽日期及開放時間如下： 

展覽日期 開放時間 

2 月 23 至 25 日（四至六）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7 時正 

2 月 26 日（日）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正 
  

有意參加是次博覽的同學及家長，可自行瀏覽網站

(http://m.hktdc.com/fairmob/hkeducationexpo-tc/) 。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新年蒙福！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第二十二期 
二月十六日 

http://m.hktdc.com/fairmob/hkeducationexp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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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電業博覽 2017-機電新世代」活動  
機電業工作範圍涵蓋面廣泛，從建造、安裝到維修保養等，現今社會亦對技術人員需求殷切。為了
讓中學生及家長進一步了解機電業的入行條件、工作性質及就業前景，「香港機電業推廣工作小組」
將舉辦「機電業博覽 2017-機電新世代」，屆時將有展覽及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五）及 3 月 11 日（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 2 樓禮堂（新界葵涌新葵街 13-19 號） 
展覽及講座內容：請自行瀏覽網頁（http://www.emengineering.com.hk）查閱 
 
講座名額有限，請自行於網上報名（https://goo.gl/4J7TlC）。  

 

3.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5/1/2017 

2C 林信僖 
2D 程衍錕 
1B 張詠斯 
1B 江梓澄 

鄭任安夫人學校鄭
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16-2017 年度聯校運動日 友校(中學) 4 x 100 

米接力邀請賽 亞軍 

12/2/2017 

5B 曾志偉 
5A 陳梓康 
5B 鄭穎駿 
5D 文澤希 

香港籃球總會 香港聯賽盃三人籃球賽 男子學界精英組 冠軍 

12/2/2017 

2A 李柏力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丙組 亞軍 
2A 陳裕庭 男子丙組 亞軍 
2C 陳俊儒 男子丙組 亞軍 
2C 馬展培 男子丙組 亞軍 
1D 莫傲天 男子丙組 亞軍 
1D 蕭頌康 男子丙組 亞軍 
4A 章希彤 女子乙組 季軍 
4A 蕭穎琪 女子乙組 季軍 
3C 李天朗 女子乙組 季軍 
3D 李天欣 女子乙組 季軍 
3D 陳海琳 女子乙組 季軍 
3D 劉展喬 女子乙組 季軍 

1/12/2016 

6E 洪晞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區中學 
校際網球比賽 

女子公開組 亞軍 
5C 黎頌美 女子公開組 亞軍 
4A 章希彤 女子公開組 亞軍 
4C 蔡琬彤 女子公開組 亞軍 

 

4. 音樂獎項  

24/12/2016 5C 鄭善衡 香港國際文藝 
交流協會 第十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八級組 冠軍 

5/2/2017 5C 洪俊軒 香港鋼琴協會 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比賽 青年鋼琴演奏家組 冠軍 
5/2/2017 5C 洪俊軒 香港鋼琴協會 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比賽 流行鋼琴曲組 亞軍 
5/2/2017 5C 洪俊軒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中西樂比賽 西樂少年高級組 優異獎 
5/2/2017 5C 洪俊軒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中西樂比賽 最佳台風獎 銅獎 

5/2/2017 5C 洪俊軒 高材生文藝 
發展中心 

第八屆香港傑出青少年 
鋼琴家公開賽 文憑級初級獨奏 季軍 

 

5. 制服隊伍獎項  

12/2/2017 青年團 
第 227 團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
及義工事務部 

2015-2016 年度 
傑出青年團比賽 

屯門區 冠軍 
新界西總部 季軍 

 

http://www.emengineering.com.hk/
https://goo.gl/4J7TlC


編號：16/17年度二月份（家訊）第二十二期 

6. 英文科校內活動：印尼交流團到訪交流  

本校很高興能接待一所印尼中學並與他們師生進行交流。內容如下： 
 

日期：3 月 17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55-5:00 
地點：本校家政室 費用：全免 
對象：中一至中五同學 名額：30 名 
內容：與印尼同學一同製作港式小食，如印尼撈麵、咖哩魚蛋，並進行交流。同學可以於活動後攜
製成品回家。 
 

是次機會難得，希望同學踴躍參與，藉此擴闊視野，提升英語溝通能力，並接觸世界各地不同文化。 
 

有興趣參加同學請於 2 月 22 日前填妥回條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若報名人數過多，學校會與有
意參加同學進行面試，以作甄選。 
 

獲取錄同學將於 3 月 3 日前接獲通知。家長和同學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王志傑老師聯絡。 
 

7. 三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機械人法朗》 (Franky)  

日  期：3 月 5 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誇啦啦藝術集滙 
時  間：2:30pm–5:00pm  
活動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7-11 便利店門外 
集合時間：12:30pm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解散時間：約 6：15 
費  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票價）（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對  象：全校學生（英文學會會員，英文話劇組會員、英語大使優先） 
故事內容：瑪莉‧雪萊的《科學怪人》可從兩個層面閱讀：一是作為科幻小說，二是關於人性的演繹。

故事主人翁 Victor Frankenstein 是一名科學家，沉醉於發展創新突破，引至一發不可收
拾。雪萊預示了現代科學的潛在危機。《機械人法朗》是我對這故事的全新構想，故事
場景換上 21 世紀，今天人類能製造試管嬰兒、治癒許多過去叫人束手無策的疾病。有
一天也許我們會令人工智能比人類更為真實？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  飾：冬季體育服（若當天上午有制服隊伍集隊，則可穿著制服出席） 
截止報名日期：2 月 22 日（星期三） 人  數：20 人 
 

＊若同學有需要在其他港鐵站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上的回條中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2 月 22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 陳
穎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2 月 23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學 生。 
如有查詢，請向王志傑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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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三月英文校外英語活動 — 話劇欣賞《機械人法朗》(Franky)（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機械人法朗》(Franky)，並明白學校採用先到先得方法，收到

取錄確認信件才須繳交費用。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七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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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英文科校內活動：印尼交流團到訪交流（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英文科校內活動：印尼交流團到訪交流，收到取錄確認信件才須繳交費用。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七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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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編號：16/17 年度二月份（家訊）第二十二號 

2 月 22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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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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中五及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近年很多國家及地方也積極發展科學科技教育 (STEM -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Education)，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投入各項專題研習及比賽。香港也不例外，各學校亦有更
多配合科學科技教育的發展。然而，一切的投入都離不開以下三個原則： 
 

1. 教育是本於生活，而現代生活和科技有密切關係； 
2. 探索和提問是學習的重要一環； 
3. 群體學習是十分重要的策略。 

 

關於第二點，最近找到一本書“What if? Serious Scientific Answers to Absurd Hypothetical 
Questions” (即將在本校圖書館上架)。它以科學知識嘗試解答一些假設性的科學問題，內容十分有趣，
例如如果地球會停止自轉而大氣層運作保持不變，世界會怎樣？如果太陽突然熄滅，地球將會怎樣？
有知識基礎的發問及解答令學習變得更有趣味。 

 

另外，一間英國的中學將會安排二十名高中同學暑假到香港交流及參與義務協教服務。我們將和
去年一樣籌備交流活動，初步計劃將會有 7 月 20 至 22 日的科學科技營(STEM Camp)及 7 月 25 至 27 日
的文化交流活動，對象為本校初中學生，這是一次難得機會參與跨文化英語交流活動，有興趣參加的
同學，請預留時間及留意稍後公佈的詳情。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教育及職業博覽（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一年一度教育及職業博覽將於 2017 年 2 月 23 至 26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是次博覽會雲集
超過 800 家本地及國際機構，介紹最新升學、職業和培訓資訊，包括： 
 

 ‧教育展區－介紹香港、美加、澳紐、歐洲及中國內地等院校和持續教育機構、 

‧職業展區－參展機構包括政府及半政府組織、專業學會和商業機構／私型企業 及 

‧博覽焦點－相關工作坊、模擬教室和講座 
 

 展覽日期及開放時間如下： 

展覽日期 開放時間 

2 月 23 至 25 日（四至六）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7 時正 

2 月 26 日（日）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正 
  

有意參加是次博覽的同學及家長，可自行瀏覽網站

(http://m.hktdc.com/fairmob/hkeducationexpo-tc/) 。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新年蒙福！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第二十二期 
二月十六日 

http://m.hktdc.com/fairmob/hkeducationexp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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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業探索系列（六）從追夢到實踐，讀獸醫、做獸醫  

近年港人對寵物愛好程度增加，與寵物相關的行業，尤其是對獸醫的需求日殷，而本港首個六年制
獸醫學學士課程亦將於下學年開辦，同學可透過是次活動，了解修讀獸醫學位要求，認識獸醫的日
常工作及與獸醫交流生活點滴，有助同學規劃未來。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4 月 3 日（一）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地點：九龍旺角西洋菜北街 177 號地下 
機構名稱：旺角關愛非牟利動物診所（香港動物健康及福利協會附屬機構） 
集合時間：下午 2 時 15 分 
解散時間：下午 4 時正 
集合及解散地點：動物診所 
費用：$50 (準時出席者將全數退回) 
名額：5 人 
備註：同學當天需自備車費乘車前往活動地點，並須穿著整齊冬季體育服。 
 
同學如有興趣，請向校務處蕭小姐索取報名表，填妥後於 2 月 27 日或之前連同費用交回蕭小姐。 

 

3. 英文科校內活動：印尼交流團到訪交流  

本校很高興能接待一所印尼中學並與他們師生進行交流。內容如下： 
 
日期：3 月 17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55-5:00 
地點：本校家政室 費用：全免 
對象：中一至中五同學 名額：30 名 
內容：與印尼同學一同製作港式小食，如印尼撈麵、咖哩魚蛋，並進行交流。同學可以於活動後攜
製成品回家。 
 
是次機會難得，希望同學踴躍參與，藉此擴闊視野，提升英語溝通能力，並接觸世界各地不同文化。 
 
有興趣參加同學請於 2 月 22 日前填妥回條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若報名人數過多，學校會與有
意參加同學進行面試，以作甄選。 
 
獲取錄同學將於 3 月 3 日前接獲通知。家長和同學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王志傑老師聯絡。 
 

4.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實境學習開放日」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將舉辦「實境學習開放日」，屆時將提供有關美容業、飲食業、旅遊及
款待業的體驗課程，讓中學生對有關行業有更深的認識，並擴闊眼界及學習經歷。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4 月 29 日（六） 
時間：早上 9 時至下午 1 時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香港銅鑼灣大坑徑 17 號） 
課程主題：  
A. Mocktail 咖啡大比拚 B. 和風美食 C. 整「粧」待發 D. 營銷 DIY 

E. 型到爆燈 F. VR 科技新演繹 G. 香甜馥郁  
 
參與的同學可於活動後獲得出席證書，亦可計算為「其他學習經歷」時數。如報名人數多於 20 人，
本校將安排旅遊巴接載前往會場。同學如有興趣參加以上體驗課程，請於 2 月 28 日（二）前向校
務處蕭小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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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港鐵「 “Train”出光輝每一程」訓練計劃 2017 

港鐵公司聯同循道衞理中心，於本年 7 月至 8 月期間舉辦「“Train”出光輝每一程」暑期訓練計劃
2017，為 200 名中四及中五學生提供為期十天的免費多元化學習機會，包括體驗式活動、講授、分
享等，讓年青人擴闊視野，增強自信，裝備自己。 
 
本校可提名最多三名中四或中五學生參加是次計劃，有意申請的同學請到以下網頁
查閱計劃詳情，並於 2 月 28 日(二)前將填妥的提名表及相關文件交到邱淑嫺老師處
理。成功獲本校推薦的學生需將以「10 年後我眼中的香港」為題，創作一份作品，
並於面試當天介紹作品。 

 

詳情及下載提名表：http://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news_detail/14216 
 

6.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5/1/2017 

2C 林信僖 
2D 程衍錕 
1B 張詠斯 
1B 江梓澄 

鄭任安夫人學校鄭
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16-2017 年度聯校運動日 友校(中學) 4 x 100 

米接力邀請賽 亞軍 

12/2/2017 

5B 曾志偉 
5A 陳梓康 
5B 鄭穎駿 
5D 文澤希 

香港籃球總會 香港聯賽盃三人籃球賽 男子學界精英組 冠軍 

12/2/2017 

2A 李柏力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丙組 亞軍 
2A 陳裕庭 男子丙組 亞軍 
2C 陳俊儒 男子丙組 亞軍 
2C 馬展培 男子丙組 亞軍 
1D 莫傲天 男子丙組 亞軍 
1D 蕭頌康 男子丙組 亞軍 
4A 章希彤 女子乙組 季軍 
4A 蕭穎琪 女子乙組 季軍 
3C 李天朗 女子乙組 季軍 
3D 李天欣 女子乙組 季軍 
3D 陳海琳 女子乙組 季軍 
3D 劉展喬 女子乙組 季軍 

1/12/2016 

6E 洪晞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區中學 
校際網球比賽 

女子公開組 亞軍 
5C 黎頌美 女子公開組 亞軍 
4A 章希彤 女子公開組 亞軍 
4C 蔡琬彤 女子公開組 亞軍 

 

7. 音樂獎項  

24/12/2016 5C 鄭善衡 香港國際文藝 
交流協會 第十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八級組 冠軍 

5/2/2017 5C 洪俊軒 香港鋼琴協會 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比賽 青年鋼琴演奏家組 冠軍 
5/2/2017 5C 洪俊軒 香港鋼琴協會 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比賽 流行鋼琴曲組 亞軍 
5/2/2017 5C 洪俊軒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中西樂比賽 西樂少年高級組 優異獎 
5/2/2017 5C 洪俊軒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中西樂比賽 最佳台風獎 銅獎 

5/2/2017 5C 洪俊軒 高材生文藝 
發展中心 

第八屆香港傑出青少年 
鋼琴家公開賽 文憑級初級獨奏 季軍 

 
8. 制服隊伍獎項  

12/2/2017 青年團 
第 227 團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
及義工事務部 

2015-2016 年度 
傑出青年團比賽 

屯門區 冠軍 
新界西總部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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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機電業博覽 2017-機電新世代」活動  
機電業工作範圍涵蓋面廣泛，從建造、安裝到維修保養等，現今社會亦對技術人員需求殷切。為了
讓中學生及家長進一步了解機電業的入行條件、工作性質及就業前景，「香港機電業推廣工作小組」
將舉辦「機電業博覽 2017-機電新世代」，屆時將有展覽及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五）及 3 月 11 日（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 2 樓禮堂（新界葵涌新葵街 13-19 號） 
展覽及講座內容：請自行瀏覽網頁（http://www.emengineering.com.hk）查閱 
 
講座名額有限，請自行於網上報名（https://goo.gl/4J7TlC）。  

 

10. 三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機械人法朗》 (Franky)  

日  期：3 月 5 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誇啦啦藝術集滙 
時  間：2:30pm–5:00pm  
活動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7-11 便利店門外 
集合時間：12:30pm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解散時間：約 6：15 
費  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票價）（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對  象：全校學生（英文學會會員，英文話劇組會員、英語大使優先） 
故事內容：瑪莉‧雪萊的《科學怪人》可從兩個層面閱讀：一是作為科幻小說，二是關於人性的演繹。

故事主人翁 Victor Frankenstein 是一名科學家，沉醉於發展創新突破，引至一發不可收
拾。雪萊預示了現代科學的潛在危機。《機械人法朗》是我對這故事的全新構想，故事
場景換上 21 世紀，今天人類能製造試管嬰兒、治癒許多過去叫人束手無策的疾病。有
一天也許我們會令人工智能比人類更為真實？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  飾：冬季體育服（若當天上午有制服隊伍集隊，則可穿著制服出席） 
截止報名日期：2 月 22 日（星期三） 
人  數：20 人 
 

 
＊若同學有需要在其他港鐵站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上的回條中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2 月 22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 陳
穎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2 月 23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學 生。 
如有查詢，請向王志傑老師查詢。 

  

http://www.emengineering.com.hk/
https://goo.gl/4J7T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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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三月英文校外英語活動 — 話劇欣賞《機械人法朗》(Franky)（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機械人法朗》(Franky)，並明白學校採用先到先得方法，收到

取錄確認信件才須繳交費用。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七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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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英文科校內活動：印尼交流團到訪交流（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英文科校內活動：印尼交流團到訪交流，收到取錄確認信件才須繳交費用。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七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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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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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