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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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末中五級各班、學生團契及關懷長者大使等參與了服務學習愛心義賣活動，各同學都用心籌
備及落力參與當中，透過這次活動我們為世界宣明會支援飽受戰亂的敍利亞難民及本校服務學習計劃
籌募善款，培育本校學生僕人領袖才能。 

 
義務服務除了能擴闊眼界，學懂珍惜及感恩外，更是令自己醒察的一個好機會，馬太福音記載耶

穌基督的教導，在行善時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是要我們保持一顆單純的動機，不以其他目的
改變行善的意義，因為行善本身已是一個目的，共同創造一個更美麗的世界。 

 
在此感謝各老師及同學的參與及支持，看見同學在當中的成長及學習而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各同

學繼續努力，立志「作鹽作光」。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2016/17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於 3 月 10 日進行投票，經過點票後，選舉結果如下： 
 

家長校董：黃鳳鳴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陳燕芬女士 
 

在此再次感謝兩位家長的無私奉獻。 
 

2.  香港紅十字會 323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3 月 23 日（下周四）舉行捐血日，歡迎 16 歲或以上的同學及家長參與，時間為
10:00a.m.-3:30p.m.，地點為禮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梁錦榮老師。 
 

3.  校內音樂會（中二及中四級同學必須出席）  

為提升同學音樂修養及提供表演平台的機會，本年度的校內音樂會將於四月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 
時間：4:35p.m.-5:45p.m. 
地點：禮堂 
備註：中二及中四級同學必須出席，請於當天 4:35p.m.在地下磚地集隊，簽妥背頁的回條，並於 17/3

交回班主任。若同學因事未能出席音樂會，需於明天（17/3）將家長信交給譚綺雯老師申請。
歡迎其他級別的同學及家長到場欣賞音樂會。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第二十六期 
三月十六日 

http://www.makopan.edu.hk/Content/08_others/01_what_is_new/index.aspx?ct=latestNews&styleId=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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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邁向 6A 的成長歷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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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葉麗嬋女士主
講家長講座，講題為邁向 6A 的成長歷程，希望藉此讓家長掌握怎樣幫助孩子達至品格與學習均
能正面成長，提昇學習動機。詳情如下： 
 

 

講題 邁向 6A 的成長歷程  

講員 

凌葉麗嬋女士 
為非牟利機構「香港有品運動」發起人之一，現任總幹事；「6A 品格教育 TM」美
國麥道衛事工（Josh Ministry）認證督導及培訓師。自 2006 年「香港有品運動」
成立至今，致力推動品格教育，經常應邀出席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家長教師會，
主領公開講座及培訓導師。全力策動「有品校園」計劃，至今全港已有 200 間幼
稚園及中小學參加。近年服務範圍遠及澳門，經常應邀與澳門政府部門合作，推
動品格文化活動。2008 年獲選為「全港傑出青年婦女義工」，2012 年獲選為「香
港十大傑出家長」。 

日期 2017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 時正至 5 時正 
地點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G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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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致電本校 2407 7440 報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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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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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工程師學會師傳薈「青年工程師體驗計劃 2017」（中三至中五級適用）  

為協助中學生對各工程專業及大學工程學科有更深入了解，香港工程師學會師傳薈與教育局將於
2017 年 7 月 22、29 日及 8 月 5 日至 7 日舉辦「青年工程師體驗計劃 2017」。是次活動以「工程。
持續由我創」為主題，藉著講座、實地參觀及工作坊，讓同學加深對工程的興趣和認識；並安排三
日兩夜的夏令營活動，以發揮同學創意和團體合作精神，體驗工程師日常遇到的挑戰。 
 
本校最多可推薦兩隊（五人一隊）參加是次計劃，若想了解詳情或有意申請的同學，
請自行瀏覽網頁（http://www.hkie.org.hk/eng/html/eventsNactivities/others.asp），並將
填妥的申請表（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於 3 月 24 日前交給陳豪軒老師。 

 

7.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2/3/2017 3D 梁馥而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水陸兩項鐵人聯賽 15 歲女子組 冠軍 

12/3/2017 3D 梁馥而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2016 水陸兩項個人聯賽總成績 15 歲女子組 季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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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三月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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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會馬灣、機場一天遊 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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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二零一七年三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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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校內音樂會（中二及中四級同學必須出席）  

敬覆者﹕  

本人  知悉敝子女參加校內音樂會事宜，但本人未克出席。 

 知悉敝子女參加校內音樂會事宜，本人將會出席校內音樂會，共________位出席(不包括敝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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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三月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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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參加學生必須填寫） 

（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編號：16/17 年度三月份（家訊）第二十六期 

17/3(五)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楊小姐 
 


