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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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星期六將會是香港神託會的賣旗籌款日，蒙各家長、同學、伙伴及協作教會等出錢出力，謹在
此感謝各人的支持及付出。 

 

 香港神託會為本校辦學團體，五十多年前由一群留港外藉宣教士自願組成，以醫療服務支援在觀
塘、竹園、啟德一帶社區，特別是受小兒麻痺症影響的小朋友，提供住宿及教學。其後神託會更建立
小學，服務當時仍在發展階段的教育；亦同時為日後推廣至中學的教育服務奠定基礎。 

  
近年，社會服務逐漸轉型，但神託會的服務對象仍然以社會上容易被忽略的弱勢社群為主，近年

更擴展至不同形式的青少年精神健康支援服務等。 
  
提供社會服務需要大量資源及人力，所以神託會需要定時籌募經費，而賣旗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希望更多人士能認識我們提供服務的種類及背後的意義。但願天父保守及賜福神託會的工作。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六級攀石龍虎榜  

本年度共有三十位中六級同學於指定三分鐘時間內成功攀上本校攀石牆之成功嶺，
能攀上十二米高之石牆（成功嶺）實不容易，除了身體協調能力高之外，體力、
平衡力及毅力更不可缺少，在此嘉許下列表現優異同學。 
最後祝願各中六同學勇闖高峰，DSE 摘星成功。 

 

女同學排名 
1.
 6A 黃鎧欣(1 分 40 秒)* 2.

 6A 梁倚澄(1 分 45 秒) 3.
 6A 鄧畹沅(1 分 58 秒) 4.

 6A 馬琬嵐(2 分 02 秒) 
5.
 6B 楊苡亭(2 分 05 秒) 6.

 6B 關頌恩(2 分 08 秒) 7.
 6B 趙朗兒(2 分 20 秒) 8.

 6A 郭翠怡(2 分 22 秒) 
9.
 6E 區芷婷(2 分 25 秒) 10.

 6D 梁杏雯(2 分 44 秒) 11.
 6B 梁芷瑩(2 分 46 秒) 12.

 6B 徐銘蔚(2 分 50 秒) 
13.

 6C 黎恩童(3 分 00 秒) 14.
 6E 洪晞瑤(3 分 00 秒) *為本屆全校最快的女同學 

 

男同學排名 
1.
 6C 古晉曦(0 分 44 秒)* 2.

 6E 鍾卓琛(0 分 48 秒) 3.
 6D 郭錦東(1 分 04 秒) 4.

 6D 袁  證(1 分 04 秒) 
5.
 6B 陳子軒(1 分 22 秒) 6.

 6D 鄧子宇(1 分 30 秒) 7.
 6C 陳逸燊(1 分 41 秒) 8.

 6B 梁嘉希(1 分 45 秒) 
9.
 6D 王俊彥(1 分 46 秒) 10.

 6D 梁浩程(2 分 01 秒) 11.
 6D 賴偉謙(2 分 09 秒) 12.

 6A 王加進(2 分 16 秒) 
13.

 6E 吳培傑(2 分 17 秒) 14.
 6A 王苠杰(2 分 20 秒) 15.

 6D 熊志恒(2 分 38 秒) 16.
 6A 黃嘉朗(2 分 50 秒) 

*為本屆全校最快的男同學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三期 
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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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神託會～賣旗服務學習日：學生及家長須知(25-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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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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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及籃球場(中二級)與學生會合。 

1.2 學生：穿著整齊的 PE 套裝、白色為主的運動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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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am 前回校。中一學生在禮堂集合，中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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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別 賣旗地點 交通安排（學生及家長） 

中一級 屯門區 自行前往 

中二級 元朗區(S2ABC)、天水圍(S2D) 

旅遊巴(只安排去程) 
中三至中五級 

香港區(3AD 上環、3BCD 中環、4ABC 灣仔、4D/5D 銅鑼

灣、5AE 北角、5BC 銅鑼灣站/天后站/炮台山站) 

 

2.2 家長注意事項 

1) 陪同中一學生：與學生會合後按班主任指示出發。 

2) 陪同中二學生：在籃球場等候旅遊巴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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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乘搭交通工具的學生可自行返家。 

 中二級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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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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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學生請病假：賣旗屬學校特別活動，故必須備醫生證明文件，並須 4/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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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學生，一律當作缺席處理，當日不用參與賣旗服務，先到

校務處登記及 4/3 回校參與校園服務活動。 

 

6 補回賣旗服務學習安排（未有事前請假而缺席賣旗學生適用） 

6.1 日期及服務時間：4/3/2017(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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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了記過處分外，仍須參與

另一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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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校會馬灣、機場一天遊  

家長除了鼓勵子女讀書之外，有沒有希望促進親子關係呢？ 
親子關係是家庭的基礎，極力鼓勵家長與子女參加是次本校一天遊，增加溝通、共享天倫之餘又可
以認識其他家長，交流教育子女心得；加上行程豐富，五星酒店自助餐已經值回票價了。 
 

有關一天遊的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 
費用：$190 (大小同價，已包括家校會資助每位$70) 

$80 (2 歲或以下包括保險及車費，但不佔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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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團費包括冷氣旅遊巴士隨團、酒店自助午餐、專業導遊介紹風光及團體旅遊平安保險(1-75 歲)

十萬元、(76-85 歲)五萬元。 
2. 如出發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或懸掛 8 號或以上颳風訊號，是次活動將改期進行。 
3. 如學生未能共同出席，同樣歡迎家長參加。 
行程： 

0900  集合於本校停車場，乘冷氣旅遊巴士出發。 
0915-1000 乘車往《馬灣大自然公園》、《馬灣舊村》 

1000-1200 

暢遊《馬灣大自然公園》，主要設施包括彩虹牆、意中園、再生能源基地、金律廣
場、通識學園、鳥望台及芳園書室 (古蹟館)等，讓遊人發掘自然界奇趣的一面。《馬
灣舊村》有超過 200 年歷史，繁盛的時期島上居民主要以耕作、捕魚和曬蝦膏維
生。隨着 1997 年青馬大橋落成，村落列入馬灣公園的發展範圍，現已人去樓空了。
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的「九龍關」及「九龍關借地七英尺」紀念石碑，是當年向
來往船隻抽稅，並藉此打擊走私鴉片活動。 

1200-1230 乘車往《赤蠟角機場富豪酒店》 
1230-1430 於赤蠟角機場富豪酒店品嚐《五星級酒店散客自助午餐》 

1430-1600 
參觀香港機場二號客運大樓《翔天廊》，暢遊『航空探知館』、『迪士尼 outlet』。 
《DIY 合味道杯麵》(自費$30) 日本日清公司於香港成立首個工作坊，由杯身設計、
湯底、配料通通由你話事，更可以寫上動人字句送給摰愛親朋。 

1600-1700 專車送返本校，自由解散。 
報名方法：請於 3 月 17 日(星期五)前填妥回條，連同款項交校務處陳小姐，先報先得。 

 

4. 彩虹天地（家長小組）月會  

主題：了解孩子的思維方法及情緒導向 
日期：2017 年 2 月 25 日（六） 
時間：下午 4:00-5:30 
地點：本校 
內容：詩歌、專題、討論、茶點等 
講員：陳國平牧師（臨床心理學家） 
對象：歡迎任何有興趣之家長 
費用：免費 
報名：請致電校牧郭英琪姑娘報名 — 64461925 

 

5. 香港中文大學暑期課程（中五級適用）  

香港中文大學暑期學院將於 2017 年 7 月 14 日至 27 日舉辦兩星期的暑期課程，讓中學生有機會探
索不同的學術範疇，挑戰自己，擴闊視野。同學可在文學、工商管理、工程、法律、醫學科學及社
會科學學系中，選修兩個單元。此外，同學亦可透過迎新及課後活動等，體驗大學校園生活。 

計劃詳情及網上報名：http://www.osp.cuhk.edu.hk/si 

截止日期：2017 年 4 月 10 日 
另外，學術成績優異的同學可申請學費資助，同學需於 3 月 17 日前報名並遞交有關
文件。如有查詢，請與邱淑嫺老師聯絡。 

http://www.osp.cuhk.edu.hk/si/program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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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職業探索系列（六）從追夢到實踐，讀獸醫、做獸醫（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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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穿著整齊夏季體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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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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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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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喱魚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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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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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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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家校會馬灣、機場一天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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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x＿＿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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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____月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家校會馬灣、機場一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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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x＿＿人＋$80 x＿＿人），

共$_______。 

 
 

 
二零一七年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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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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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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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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